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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红杰 实习生 王瑞超

近日，财政部发文称，自2017年7
月1日起，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取消
13%的增值税税率，将增值税税率由
四档减至17%、11%和6%三档；将农产
品、天然气等增值税税率从13%降至
11%。中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税率简
化合并将迈出第一步。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国
内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总额为52214
亿元，去年5月1日营改增后，今年营业
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意味着增值
税收入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这么大收
入规模的第一税种的税率变动，不仅
牵涉企业的生产成本，更影响商品的
服务价格，广受关注。

著名财税专家、山东财经大学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潘明星教授介绍说，
现行增值税税率共有4档，分别是针
对工商业的17%，适用于农产品、水
电煤等货物的13%，建筑业、房地业
等的11%和生活服务业等采用的6%。
增值税档次过多，一方面加大了税收
管理的复杂性，存在类似业务使用政
策不一、税负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
不利于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所谓
中性作用就是避免对经济运行过多干
扰。取消13%这一档税率，农产品、天
然气等增值税税率将从13%降至11%，
有利于营造一个简洁透明、公平公正
的税收环境。

“增值税有个特点，应纳税额等于
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一环扣一环。
从原理上讲，上游企业销项税率降低、
销项税额减少，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
等量减少，那么下游企业税负会加重。
但这次破例了，文件规定，对农产品深
加工企业购入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
(13%)不变，这在避免因进项抵扣减少
而增加税负的同时，也造成了增值税
运行的不规范。这再次印证了我国‘减
轻企业税负’为主线的税改导向。”潘
明星说。

在潘明星看来，简并增值税税率
是大趋势，但不能为了追求简化而简
化，不同行业的不同税率在政策设计
之初是经过严格测算的，要充分考虑
税率水平、财政需求、税负水平。渐进
式改革，避免大幅度调整在短期内带
来的冲击。

中中国国人人寿寿““鸿鸿福福至至尊尊””保保险险组组合合计计划划上上市市

民民生生银银行行：：凤凤凰凰计计划划结结硕硕果果
“凤凰计划第一、二批

共26个项目的相关成果陆
续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目前
正在推进第三批项目的设
计工作。”民生银行董事长
洪崎日前在该行2017年一
季度投资者交流会上表示，
凤凰计划总体工作进度符
合预期，落地实施项目均取
得显著成效。

凤凰计划是民生银行
大力实施的体系性变革转
型工程，对外旨在应对宏
观经济下行、利率市场化
进程加快、金融市场准入
开放、资本市场开放和互
联网金融兴起的多元冲
击，对内则是弥补多年快
速增长过程中形成的管理
短板，实现专业化、精细
化管理。

2015年6月，民生银行
正式启动凤凰计划，围绕
战略聚焦及治理模式领
先、全面风险管理能力、
资产负债管理能力、综合
定价能力、效率提升及成
本管理能力、人才管理能
力与领导力，以及科技引

领业务发展的能力等“6+
1”转型主题进行规划设
计，计划用3至5年，实现
全面增长方式转型和治理
模式变革，打造以客户为
中心、具有核心竞争力、可
持续发展的标杆性银行。

从专业能力提升和财
务绩效优化两方面看，凤凰
计划充分体现了民生银行
变革的努力和成效。

一方面，信息科技、数
据化营销、资产负债管理、
风险预警等项目的实施，提
升了民生银行中后台管理
的基础能力和专业能力，总
行的管控能力、运行效率得
到持续改善。

另一方面，到2016年
末，成本管理、社区金融、集
中运营、网点布局、定价
治理等项目也在半年左右
的试点实施中取得明显财
务绩效。

成本管理方面，在社
区金融、小微金融、自助
机具、房产物业、运营转
型、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
七大重点领域实现了降本

增效8 . 6亿元，2017年预计
再完成15亿元，三年内将
完成50亿元的总目标。

社区金融方面，规范
了社区网点基础管理，持
牌率提升至97%，关停并
转低效社区网点2269家，
总体上实现了盈亏平衡，
盈利网点占比达到59%，
金融资产达到1500亿元，
增长41%。2017年，预计
盈利网点占比将提升至
68%，金融资产达到1800
亿元。

集中运营方面，完成
了票据业务、零售及小微
信贷业务的集中运营，完
成客服团队整合及二级分
行运营扁平化管理，释放
运营人员583人，2017年预
计还将释放1000人。“安
全账户”功能签约卡片
78 . 6万张，185亿元客户存
款受到保护。零售信贷集
中面签环节共拦截风险事

件256笔，累计金额4 . 2亿
元。

网点布局方面，完成
了全行各城市未来三至五
年网点总量测算，全行推
广了渠道精细化管理体
系，初步实现新筹、迁址
网点成本合理管控，2016
年新筹网点网均面积同比
下降30%，迁址网点网均
面积较迁址前下降37%。

定价治理方面，在试
点分行取得了突出的成
效，试点分行实现对公存
款付息率下降52个基点，
存款规模累计增加185亿
元，综合定价和账户管理
提升净收入2 . 1亿元。

截至2016年末，凤凰
计划多个落地实施项目已
为民生银行创造了逾10亿
元的价值。随着更多的项目
成果落地及试点范围逐步
扩大，预计未来几年将贡献
超过100亿元的价值。

日前，中国人寿推出
的“鸿福至尊”保险组合计
划开始上市。该计划由“国
寿鸿福至尊年金保险(分红
型)”、“国寿鑫账户年金保
险(万能型)(惠享版)”和

“国寿鑫账户年金保险(万
能型)(卓越版)”组成(以下
简称“鸿福至尊”保险组合
计划)，具有年金给付多、满
期领取早、收益节节高等
特点，为解决家庭子女教
育、养老、理财等资金需求
提供了多元化方案。

据介绍，这款产品比
较突出的特点就是首笔返
还高，在合同第一个保单
年度届满的年生效对应
日，若被保险人生存，即可

领取特别生存金加年金，
而且是高返还，同时年年
领取年金，年金最长合计
领取19年，可谓收益长长
久久。同时，“鸿福至尊”保
险组合计划满期返还也
早，20年即可满期，保证资
金安全，领回所交保费(不
计利息)。比如鸿先生30岁，
为自己投保鸿福至尊保险
组合计划，每年缴费10万
元，共缴费10年，并约定
在自己50岁时返还所交保
险费(不计利息)。该保险
计划一旦执行，鸿先生可
享受的利益有：于合同第
一个保单年度届满的年生
效对应日便可领取年金加
特别生存金共计 3 6 8 2 0

元，从31岁开始至49岁，
每年可领取 1 2 0 0 0 元年
金。到 5 0岁保险期间届
满，可领取所交保费100
万元作为满期金。除此，
鸿先生还可享有红利分配
权。更值得一提的是，为
了让鸿先生投资收益最大
化，中国人寿还专门为鸿
福至尊保险组合计划设置
了“双账户”，其中卓越
版万能鑫账户作为封闭账
户，对接中国人寿最优质
资产。鸿先生的特别生存
金、年金、红利、满期保
险金，可以进入该封闭账
户，享受收益。而惠享版
万能鑫账户，则为鸿先生
提供了额外追加的灵活选

择,在30岁投保后乃至50岁
满期后，如果鸿先生不领
取，“双账户”可一直为鸿
先生增加收益。

“鸿福至尊”保险组合
计划融合了商业养老、拓
宽投资渠道等诸多有利条
件，涵盖养老、长期规划等
功能，可以比较充分地满
足消费者需求。当然最令
消费者看重的还是稳定的

“双账户”收益。全面整合
保险保障、财务管理功能，
同时配备“双账户”，使收
益累积增长，让您轻松完
成子女教育、养老、投资等
财务规划。

(通迅员 徐钢

记者 张頔)

“莲花”在传统文化中象征清净无染，光明自在，因为莲
花出于污泥而不染，该产品表征著清静、无染、光明、自在、
解 脱 之
义。

产品宝伞为设计元素，小巧精致，用于脸部按摩，带来不同体验，是
传统文化与现代养生
理念的结合的藏品。

【花开禅放】

产品以金银为树，玉石为花，来打造花开不败的金
枝玉叶，一款三戴 (手
链、项链、胸花)，自由百
搭，宜礼宜藏。

【金枝玉叶】

本品以千足金(银)精工打造，圆环造型寓意圆圆满满。环内
壁镌刻《四柱十二长生诀》，源自《易经》，集“长生”、“官带”、“势”、

“财”、“旺”等众多
吉祥寓意于一身。

【如意长生金(银)】

产品名称 原零售价 优惠
零售价

金枝玉叶 2580 2280

产品名称 原零售价 优惠零售价
如意长生金 25800 25500
如意长生银 850 680

【八宝养生推】

产品名称 原零售价 优惠零售价

八宝养生推 1580 1380

5月14日是今年的母亲节，不少有心
人都提前打算应该为母亲准备点什么
礼物。“我行近期推出的几款贵金属产
品可以说是为母亲量身定制，蕴含着不
同的寓意，以此来表达对母亲的爱与感
恩再合适不过。”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
个人金融业务部相关人士介绍。

据了解，即日起到5月14日，交通

银行山东省分行通过银行柜台、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展开了针对
母亲节的贵金属促销活动，产品寓意
吉祥、价格优惠，值得大家关注。

此外，5月9日(本周二)，交通银行
还将在济南举办贵金属展销活动，活
动上优惠不断，礼品多多，欢迎大家
前往交行网点向大堂经理预约入场。

增值税率简并
迈出第一步

13%增值税率7月1日

起退出历史舞台

聚焦民生银行凤凰计划(上)

产品以天鹅为设计灵感，至纯精金镶嵌18颗
施华洛世奇人造宝石，以优雅之姿记录永恒。

【挚爱永恒】

产品名称 原零售价 优惠零售价 赠品

挚爱永恒2克 1980 1890 赠送同款天鹅手链

本品以中国结为创意元素，微镶48颗施华洛世奇人造宝石，包
含了时尚设计元素，
且将贵金属巧妙的展
现其中，魅力尽显。

该产品采用足银999打造，3D双层镂空凝聚尖端工艺，以「福
」文化为设计理念，镯面精雕五个用不同书法写就的“福”字，寓
意五福临门，
大吉大利。

【福运相伴银镯】

产品名称 原零售价 优惠零售价 赠品

心动钥匙 999 949 赠送同心锁手链

产品名称 原零售价 优惠零售价

福运相伴银镯30克 680 650

【心动钥匙】

齐鲁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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