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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皓

厉以宁：新三大红利
正替代旧红利

12月 9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在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是实体

经济回归与转型，新三大红利正替代旧红利，回归实体经济要

有信心，改革要调动民间积极性。实体经济不仅要回归，还一

定要转型，制度创新和产业升级要靠龙头企业。

新三大红利正替代旧红利

厉以宁说，目前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普遍焦虑。他认

为，回归实体经济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信心，信心最重要。他

批驳了目前“中国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已经没有

了”的论调。

一种论调认为：廉价劳动力给我们创造的人口红利没有了；

资源红利没有了，土地都用的差不多了，土地越来越贵了；改革

红利没有了，改革开放中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没有了。红利消失使

企业家感到实体经济利润空间在逐步缩小，导致信心不足。

厉以宁认为，新的三大红利正在替代旧红利。

首先，新人口红利正在产生。

其次，新资源红利跟旧资源红利的区别主要在科学技术上。

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将产生新的资源。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资源，

治理沙化增加了土地，振兴草场业增进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等。

最后，改革红利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发挥它的新作用。这

就需要有新的改革投资，新的改革投资出来以后，新的人口红

利、新的资源红利也会增加。

转型靠制度创新、产业升级

而要回归实体经济就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和产业升级，

制度创新和产业升级则要靠一些强大的龙头企业。

厉以宁举例说，乔布斯之所以成功，靠的是自主环境，因

为有激励机制、产权激励作后盾。中国也需要良好的激励机制

和市场，因此一定要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是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

中国贫富差距特别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二次分配有问

题。他尖锐地指出，西方是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缩小差别，

而中国则是二次分配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

厉以宁说，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政府不应管得

太多。他强调，国有企业应该是独立的、自主经营的企业。国有

企业是国有资本的配置，它的考核、经营不应该直接管理。所

有企业都应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遵循市场规则。

（下转第六版）

相关调研测算认为，如果 3%的营业税税率改为 11%的增值税税率，理论上平均
减轻税负为 83%，但实际税负有可能增加 90%以上。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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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时建筑业被纳入“营改

增”试点范围，企业税负将不降反升。

“营改增在建筑业中的试点可能

明年就将实行。按照增值税 11%的税
率测算，企业要缴的税将增加近一

倍。建筑业利润本来就不高，如果真

按照这一税率实行，不少小企业将面

临倒闭的危险。”江苏省建筑市场管

理协会会长汪士和在第十届中国建

筑企业高峰论坛上向《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

汪士和透露，经过测算，按照

11%的增值税税率，相当于把原有的
3%营业税一下子增加到了 5.8%，而
整 个 行 业 的 平 均 利 润 率 也 仅 为

3.55%。增值税税率如果降为 8%，企
业的税负与原来持平，如果能降到

6%，那就是真正为企业减轻负担了。
近期，中国建设会计学会完成对

66家建筑施工企业的调研测算认为，

如果 3%的营业税税率改为 11%的增
值税税率，理论上平均减轻税负为

83%，但实际税负有可能增加 90%以
上。

建筑业营改增试点从目前来看，

已无法避免。不久前，国家有关部门

召开的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要将建筑安装

行业纳入试点范围。

税负不降反升明显

汪士和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以南通四建为例，按照去年的数据，

同时按照 11%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缴
的税增加了 91.78%。

据了解，南通四建属于大型建筑

企业，其注册资本金为 30580.2万元。
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建设会计学

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上述 66家建筑
企 业中 的 24 家 年总 营 业 额 为
1194.64亿元，按 3%的税率应缴纳营

业税 35.84亿元，营改增后销项税额
118.39亿元，应缴纳增值税 69.67亿
元，实际税负为 5.83%，比营改增前增
加税负 94.4%。
企业多缴的税接近 1倍。
汪士和此前曾和 10多家建筑企

业进行过电话沟通，邀请企业对营改

增进行税负测算。得到的反馈意见

为，增值税定在 8%至 9%和营业税
3%差不多，如果定在 11%，负担肯定
会加重。

一家特级总承包企业的总会计

师给记者算了一笔理论账（按照常规

土建项目百元产值比例测算），收入

是 100元，按增值税 11%税率计算应
缴销项税 9.91元。在成本费用方面：
可抵扣部分中，钢材约占 25元，可抵
扣进项税 3.63元；商品混凝土可抵扣
进项税 0.85元；其他一些材料可抵扣
进项税 1.45元，以上三项合计可抵扣
进项税为 5.93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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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建筑业恐惧营改增扩围
企业自测税负翻番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应三三企

业交流会江丙坤会长的邀请，于 2012年 12月 2日至 8日率
团赴台湾考察。

考察期间，王忠禹和江丙坤就两岸企业合作与经贸发展

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签署了中国企业联合会与三三企业交流

会的《合作备忘录》。双方表示，希望保持高层及工作团队的积

极沟通，鼓励会员企业务实合作，积极参与海峡两岸企业家紫

金山峰会等交流活动，为海峡两岸企业和经济的互惠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

在台期间，王忠禹还会见了萧万长和连战，并考察了中国

信托金融控股集团、台湾积体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永丰余集团

等企业。 （企宣）

一纸公告未能让酒中贵族茅台

独善其身。

12月 9日晚，自称贵州茅台投资
者的网友“水晶皇”发博文称，其于茅

台酒专卖店购买的一瓶 53度飞天茅
台并将该酒送至检验中心检测，结果

显示送检样品中塑化剂含量为 3.3mg/
L，而卫生部规定的最大残留量为
1.5mg/kg，送检结果超标约 1.4倍。该
结果与 12 月 6 日贵州茅台发布的
“塑化剂指标符合国家相关监管部门

限量要求”的公告相悖。结果发布当

晚，贵州茅台宣布股票停牌。

自检合格，送检超标，究竟该信

谁？

12月 10日，《中国企业报》记者
向茅台集团宣传部部长叶远鸣求证

此事，叶远鸣称并不知情，并以自己

“不是新闻发言人”为由挂断了记者

的电话。

“水晶皇”在其博客中“图文并

茂”地指出，化验所对其带来的茅台

酒进行常见的 6种塑化剂的检验。这
家化验所出具的化验报告，得到包括

中国在内的多国认可。

不过对于送检结果，质疑声不绝

于耳。

茅台集团质量部门在网上对此

结果提出六点质疑，包括检测方法、

报告真实性、图片拍摄日期甚至错别

字等内容。

随着事态的发展，股市中白酒板

块的走势也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早盘白酒股哀鸿遍野，全面下

跌。其中洋河股份跌幅超过 5豫，老白
干、沱牌舍得跌幅超过 4豫，古井贡
酒、山西汾酒、伊力特、水井坊等个股

下挫超 3%。午后，白酒板块却突然翻
身。尾市时酒鬼酒突然拉升，带动其

他个股上扬。截至收盘，除洋河股份

下跌外，其余白酒股皆翻红，其中酒

鬼酒涨 5.87%，水井坊、金种子酒、古
井贡酒、老白干酒涨逾 2%。

对于本不应在产品中出现的塑

化剂，生产企业给出的说法是问题可

能在包装环节中。但对此说法，国际

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凯发

环保技术咨询中心主任董金狮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简单地将酒类塑化剂问题归咎于包

装是不妥的”。

董金狮表示，在酒类包装中，最

可能含塑化剂的聚氯乙烯（PVC）已经
被淘汰。

“塑料瓶盖、瓶塞等直接接触酒

的包装在之前就开始更新换代。在国

际上例如美国会使用陶瓷等材料来

制造瓶塞。”董金狮说，“虽然对白酒

并没有具体的塑化剂检测标准，但在

食品行业出现问题后谁来负责其实

早有规定。”

自检合格 送检超标

塑化剂第二波：茅台酒深陷罗生门
本报记者 郝帅 实习生 汪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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