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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十大民生問題 樓價物價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小
康》雜誌與清華大學聯合發佈的調查顯示，樓
價、物價等成為2011年最受關注的十大焦點民
生問題（見表）。值得關注的是，樓價、物價
已連續兩年最受關注，醫改、社保、腐敗以及
食品安全亦連續多年上榜，而道德風氣問題則
自2007年以來首次進入十大榜單。

三成人對住房不滿意
內地媒體引述調查稱，樓價和物價問題已連
續兩年最受關注。三成受訪者在回答「對住房
條件滿意嗎」的問題時表示「不滿意」
，37.3%
的人覺得「一般」。至於青年人住房問題將靠
誰解決的問題，選擇「政策支持」和「個人努

力」的人，均達到四成及以上。內地青年普遍
認為，「政府加大對樓價的調控力度」最有利
於住房問題的解決，其次是「擴大保障性住房
的覆蓋面」
。
物價問題的關注度，在2008年調查中位居第
12位，但今年則躥升至第2位。清華大學人文與
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教授景軍表示，2011年內
地物價上漲以食品漲價最為顯著，民以食為
天，頓頓都要吃飯，食品漲價民眾感受最直
接，反應自然強烈。
在《小康》最近5年的「十大焦點問題」調
查中，從未跌出過榜單前10位的問題有4個，可
謂是百姓心中中國社會發展的頑疾，這4個問
題是：醫療改革、食品安全、腐敗問題及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 2011年中國稅
改大幕已開啟，「結構性減稅」不斷進入公眾視線。新
個稅法實施後，月收入低於3,500元的工薪族不再繳納
個稅。據測算，全國個稅收入全年或將減收1,600億
元。隨後，減免小微企業稅負等政策也相繼續啟動。專
家指出，進入10月份以來，國家密集出台了多項結構性
減稅政策(見表)。中國正進入「減稅通道」
，將從三方面
惠及民生，刺激內需，增添經濟內生性增長動力。

財 元，同比增長27.4%，略高於去年的增速23%。不過，當前，
政部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國稅收總收入71,292.18億

民眾在稅收負擔焦慮、稅收公平焦慮與稅收用途焦慮的「稅感」較
為沉重。專家指出，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比重並不高，主要是以流
轉稅為主，但流轉稅的繳納可能最終反映在物價上，因此個人在購
買商品或享受服務時實際上承擔了一部分間接稅。

第一惠民方面

保障問題。隨 醫改改革漸入佳境，民眾對這
一問題的關注度下降，已從2005-2008年三年第
1位，下降至今年的第4位。

社會道德風氣首入榜
值得關注的是，社會道德風氣問題首度上榜
位居第7位，調查更顯示，八成受訪者為中國
社會道德風氣擔憂。2011年出現多次「老人跌
倒無人敢扶」的新聞，佛山「小悅悅」事件
中，女童遭車碾壓後18名途人視而不見等等報
道，都令國人開始反思社會道德問題。
景軍指出，媒體經常刊登一些有損社會道德
風氣事件的新聞報道，這些報道即使所言是
實，但看得多了，亦會加劇人們「好人沒好

「十二五」開局首年
中央接連推稅改減負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個稅免徵額提高、減免
小微企業稅負、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啟動（見表）⋯⋯
2011年中國稅改大幕開啟。「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國
政府在稅收方面的減負動作引人關注。其中，9月1日
起，新修訂的個稅法實施，起徵點從2,000元提高到3,500
元，全國的個稅收入全年將減收1,600億元。11月1日
起，財政部、國稅總局宣佈上調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徵
點，同時對金融機構與小型、微型企業簽訂的借款合同
免徵印花稅，為小微企業增添了活力。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等專家指出，
這輪稅改的最大特徵，是對現行稅制有增有減的結構性
調整。

逐步彌補稅種空白
完善稅收公平

在中國個稅徵收過程中，工資薪金所得是最易徵收、最不易逃
避的部分；但高收入人群的主要收入卻來自於股息紅利、房地產
等財產轉讓所得、拍賣等各種財產性收入。這從客觀上造成了民
眾的稅收公平焦慮。國稅總局有關負責人明確表示，要完善徵管
措施，從多個環節堵住高收入者個稅徵收漏洞，在股權轉讓所得、
房屋轉讓、股息紅利所得上加強監管。
專家指出，長遠來看，財產稅在世界各國通行、主要針對富人
徵收，中國此方面的空白必須彌補，以減緩民眾的稅收公平焦
慮。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指出，目前無論增稅或是減
稅，涉及的幾乎都是「大眾稅」，都涉及全體納稅
人。作為負有為中國市場經濟立法的制度設計
者，應考慮為富人多納稅開鑿「制度通道」
。

內地結構性減稅一覽表

個稅 從2011年9月1日起執行
起徵點從2,000元提高到3,500元
增值稅及營業稅 從2011年11月1日起執行
■增值稅起徵點的幅度規定為：
銷售貨物的，為月銷售額5,000元至20,000元
銷售應稅勞務的，為月銷售額5,000元至20,000元
按次納稅的，為每次(日)銷售額300元至500元
■營業稅起徵點的幅度規定為：
按期納稅的，為月營業額5,000元至20,000元
按次納稅的，為每次(日)營業額300元至500元
營業稅改徵增值稅
從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
業展開試點
從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對小微企業免徵註冊
登記費等22項行政事業類收費
■資料來源：新華社

第三惠民方面

提高財政人均支出
強化稅收惠民

外銀：華控樓見效 需防硬 陸

據中新社上海4日電 瑞銀集團（UBS）及澳新銀行(澳洲和
新西蘭銀行)最新發佈的研究報告認為，過去2年來中國實施的
房地產調控政策已經見效，當前或需預防樓市硬 陸的風險。
瑞銀報告稱，中國實施房地產調控政策一年半以來，隨
調控力度逐步加大，國內商品房市場開始全面走弱。「我們認
為商品房市場將進一步走弱，銷售將保持低迷、甚至進一步下
滑，樓價下跌範圍將進一步擴大，商品房新開工面積將在未來
12個月裡下跌10%或甚至更多。」

中央連番出招 樓市逐漸降溫

11月1日 大幅上調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徵點
11月1日 資源稅改革試點向全國推開
10月28日 宣佈將在部分地區和行業開展深化增
值稅制度改革試點
10月25日 三部委明確財政金融支持等政策，力
促「十二五」時期擴消費
10月17日 延長農村金融機構減按3%營業稅政
策執行期限
10月
10部委提出加大財稅金融支持等措
施，促戰略性新興產業國際化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凡

報」、「做好事難」的惡劣感受。他強調，中
國社會道德風氣並未喪失，很多事情表明，今
時今日，大多數中國人不僅不冷漠，而且還很
有愛心和正義感。

中國減稅提速

第二惠民方面

10月來至少6項稅改

■佛山「小悅悅」事件令國人開始反思社會
道德問題。
資料圖片

三方面惠民生

而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於9月正式開始實施，起徵點從2,000元
升至3,500元，為個人特別是中低收入人群紓緩稅收負擔邁出重要
一步。據測算，全國個稅收入全年或將減收1,600億元。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指出，免徵額提高、稅率
結構調整，都是在分類稅制下的完善。國家「十二五」期間將逐
步根據家庭總收入進行綜合考量，以家庭為單位設定徵收標
準，令個稅徵收更平衡、更公平。

■9月1日起，個稅起徵點已從現行的2,000元
提高到3,500元。
新華社

序號 民生問題
1
樓價
2
物價
3
食品安全
4
醫療改革
5
腐敗問題
6
住房改革
7
社會道德風氣
8
教育改革
9
生活成本上升
10
就業問題
■資料來源：
《法制晚報》

結構性減稅拉開大幕
結構性減稅拉開大幕 增經濟內生動力
增經濟內生動力

新個稅減收1600億
紓緩稅負焦慮

稅收用途焦慮則表現在公共財政在民生項目上
的投入已大幅增加，但與民眾的期望值仍有距
離。財政部數據顯示，教育、醫療、社保三項支
出超出財政總支出的三成以上。專家認為，民生
保障和福利水平與人均財政收入和支出水平密切
相關。而由於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財政收入水平
遠低於發達國家。因此保障改善民生是一項長期
的艱巨任務，隨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以及人均財
政收入和支出水平的逐步提高，民眾將享受到更
多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內地十大民生問題

澳新銀行指出，過去2年中，中國一直在嘗試冷卻過熱的房地
產市場：重慶和上海此前分別試行了房產稅，20個中國一、二
線城市出台了限購令。此外，保障房建設計劃在2011年至2012
年度建造1,000萬套經濟適用房，並在2016年將這一數字提高到
3,650萬套，這將顯著降低對普通商品房的需求。這些政策正逐
步取得成效：中國一、二、三線城市的房產交易量接連下降；
2011年前10個月新樓盤交易量較去年同期下降超過30%；10月
份70個城市的樓價指數出現自2011年1月開始編制以來的最大跌
幅，其中33個城市的新建住宅價格環比下跌，23個城市持平。

■外銀研究報告
指出，過去2年
來中國實施的房
地產調控政策已
經見效，當前或
需預防樓市硬
陸的風險。
新華社
不過，澳新銀行在其報告中提醒，中國應防範房地產市場出
現硬 陸的風險。據該銀行分析，今年年初開發商購買了大量
土地，由於待開發土地持續上升，開發商面臨的流動性和存貨
積壓壓力會繼續上升，這將進一步壓低價格，房地產行業硬
陸的風險也將上升。
瑞銀房地產研究人士認為，2010年保障房成為中國房地產政
策的核心部分，2012年保障房實際建設活動預計仍會進一步增
長，保障房建設已是中國支持經濟增長、維持社會穩定和降低
房價的首要任務。

千萬套保障房全動工 較原計劃提前一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今年建設1,000萬套保障性住
房，是黨中央、國務院的一項重大決策。截至10月底，全國開
工建設保障房超過1,000萬套，比原計劃提前1個月完成目標任
務。
今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

五」規劃綱要草案，明確了2011年和今後5年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設的目標任務。7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要完善相
關政策措施，加大政府投入和貸款支持力度，確保今年1,000
萬套保障性住房11月底前全部開工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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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社報道，國務院副總理王
岐山3、4日在遼寧瀋陽考
察，並在召開遼寧、天
津、江蘇、浙江、山東、
廣東6省市進出口形勢座
談會時表示，當前世界經
濟形勢嚴峻複雜，必然導
致全球總需求不足，面對
這樣的情況，中國要穩定
出口，擴大進口，加快對
外貿易轉型升級。
王岐山在分析當前世界
經濟形勢後指出，面對這
樣不利的外部環境，關鍵
是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
各地各部門要從各方面點
點滴滴做好工作，確保進
出口穩定成長。
他強調，加快轉變外貿
發展方式，提高國際競爭
力，是克服當前困難的根
本出路。要繼續保持外貿
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確實減輕進出口企業稅費
負擔，加大對有訂單、有
效益出口企業的金融支
持，特別要重視解決中小
出口企業的困難。同時，
要積極擴大進口，並且在
鞏固傳統市場的同時，大
力開拓新興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