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油价税重吗

2015年1月26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蔡宇丹

美编：晓莉 组版：庆芳

A14-A15

国内成品油价明日凌晨或迎来“十三连跌”

油油价价又又要要跌跌了了，，消消费费税税还还涨涨吗吗

企业年会

都在念叨过紧日子

本报记者 马绍栋

“今年真是要过紧日子了，虽然
谈不上勒紧裤腰带，但肯定要节衣
缩食了。”上周，在听完公司总经理
年终总结报告后，省内一家酒企销
售经理感叹道。

众所周知，酒水行业因为受三
公消费以及经济大环境等因素影
响，近两年来一直在进行深度调整，
十分难熬。“说好听点是调整，说难
听点就是下滑，销售下滑，利润下
滑，奖金下滑。”上述销售经理表示，
整个行业无论全国知名品牌，还是
地方上一些二三线区域品牌，基本
在劫难逃，尤其是一些县城的中小
酒企，因为回款困难资金链紧绷，已
在谋求让大企业“接盘”。

在如此形势下，上述这家省内
酒企的总经理报告中除了描述去年
严峻的形势以及惨淡业绩，更多章
节是在部署2015年的应对之策，这
其中“费用管控、利润导向”成为占
篇幅最大的关键词。

“与生产过程有关所有环节都
要控制成本。”上述人士称，今年在
生产体系内部按重要性排序为：质
量、成本、效率，其中质量是生存底
线，不能再降，成本则成为削减的大
头。采购要在控制成本上创新，消耗
上要对仓储、包装等环节加强考核，
资金占用率同样如此，半成品、原材
料、成品要分类对待，总之一切都为
了降成本。

仅靠这些还不够，为了让降本
增效落到实处，公司还提出高管薪
酬直接与费用考核挂钩，尤其是财
务管理和销售方面，所有动作都要
以利润为导向。

酒企转变是其他各行业年会透
露的过紧日子思维的缩影。比如东
营一家化工企业在年会上一再强
调，新的一年不再进行新的大项目
投入，现有在建项目抓紧收工投入
运营，以缓解资金占压。济宁一家食
品企业力度更大：2015年市场营销
费用一分钱不增，所有副总全部分
片到各区域市场抓销售，考核方式
完全转向利润效益导向，所增加成
本力求完全自我消化。“去年的库存
还没消化完，今年的指标已经压下
来了，又不增加投入，难度可想而
知。”这家企业内部人士说。

造成企业如此紧缩不仅是新常
态下各行业自我调整的现实需要，
更有一些新趋势、新模式的冲击。譬
如互联网，过去一年以排山倒海之
势搅动各个传统行业，拥抱互联网、
向互联网化转型已是企业圈子内的
潮流。然而转型不是口头说说，团队
如何搭建、制度如何设计、思维如何
解放，当然更重要的还有资金如何
投入，都需要实实在在的干货，而且
这些布局都是战略性的，虽然短期
可能不见效益，但直接决定企业在
未来的竞争力，所以这些钱也是必
须要花的。如此算下来，新的一年企
业过紧日子恐怕要成常态了。

“外电入鲁”山东段

基础灌注提前完工

本报济南1月25日讯（记者 李虎 通讯员
侯婷 徐宁） 记者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年度工作会议上获悉，我省首条特高压入鲁工
程，锡盟—山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
程线路工程山东段铁塔基础灌注桩全部完成，
比计划工期提前了两个月。

“按计划，今年年底前将完成省内铁塔组立
和济南特高压站完成主设备安装，力争2016年6

月前建成投产。”国网山东电力建设部主任刘志
清介绍。

同时，另外两条获国家核准的特高压入
鲁工程：榆横-潍坊交流和上海庙-山东直流
的前期工作也在快速推进。截至目前，榆横至
潍坊交流特高压工程省级核准支持性文件全
部完成，上海庙-山东直流各项审批手续进展
顺利。

本报记者 刘相华

车联网将成下一个淘金场

导导航航是是小小儿儿科科，，车车载载无无线线wwiiffii玩玩大大的的
本报济南1月25日讯（记

者 李虎）“借助云存储、大
数据处理等云平台技术，车联
网将为普通消费者提供安全
性、互动性更强的驾乘体验。”
记者从近日在济南召开的中
国车联网云服务区域发展论
坛上获悉，云技术将成为下一
代车联网发展的主流方向，车
联网将借此发力民用消费领
域。

相关信息显示，仅2014年
上半年就有超过20家500强公
司公布了与车联网相关业务，
英特尔、爱立信、高通、谷歌、
苹果这些科技大佬纷纷推出

了车联网解决方案。业内人士
预计，车联网将在2018年成长
为一个份额接近530亿美元的
市场。

国内公司也开始涌入这
个淘金场。除华为、中兴等通
讯巨头之外，赛维安讯、荣之
联等公司也开始布局希望抢
占先机，掘金车联网产业中的
车载云端信息系统。

山东物联网协会副秘书
长苏冠群表示，随着云平台、
大数据处理、wifi、4G等技术
的接入，车联网将实现线上线
下融合。目前汽车已经成为最
大移动终端和移动信息消费

场所，在电信覆盖率基本饱和
前提下，车联网市场几乎是一
片蓝海，但目前围绕其展开的
通信产业和信息消费还处于
初级阶段。

“目前车联网技术开发运
用主要集中在商用级产品，技
术已经相对成熟。”苏冠群告
诉记者，我省车联网技术的开
发和使用主要集中在“两危一
化”、重卡等车辆，随着技术成
熟和成本下降，省内越来越多
的车联网技术企业将目光转
向民用消费领域。

赛维安讯相关负责人在
论坛上表示，年轻人已成为车

联网消费主力，目前市场上以
行车记录仪、导航为主的单一
功能车联网产品并不能满足
需求，年轻人的网络消费习惯
对消费级车联网的娱乐性和
互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赛维安讯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赛维安讯的车联网设备
可在车内搭建一个无线wifi环
境，为乘车者提供更加经济的
车载移动wifi热点，开车途中
遇到了美丽风景，通过设备
的 高 清 云 摄 像 头 可 实 现 抓
拍，关联到手机APP后，可在
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上进
行分享。

虽然上周沙特老国王阿卜
杜拉去世，国际市场油价出现
短暂攀升，但未能改变油价整
体低落格局。本轮计价周期，纽
约油价、布伦特油价双双跌破
50美元关口。卓创资讯监测模
型显示，截至2 2日第7个工作
日，对应汽柴油下调幅度为405
元/吨。据中宇资讯测算，暂预
计27日零时下调380元/吨。隆
众石化网数据认为，尽管随着
油价的波动，变化率跌幅有所
收窄，但仍大幅超出调价红线，
预测对应下调幅度约4 6 5元/
吨。另据金银岛测算，参考原油
品种均价为46 . 006美元，汽柴
油对应下调幅度可能高达520-
540元/吨左右。

不过，相比起油价调整，消
费者更关心的是，这一次，成品
油消费税还会同步上调吗？对
此，有分析机构预测，此次国家
仍有可能继续上调汽、柴油消
费税。

去年７月以来，伴随着国际
原油价格断崖式下跌，国内成
品油零售价格也出现罕见的

“十二连跌”局面，此次将迎来
油价调整的“十三连跌”。

在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
１２日、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２日三次成品
油价格下调均遭遇消费税上调
后，市场关注的是，油价“十三
连跌”是否会再度遇到消费税
上调，使得“油价不能再降了，
再降就只剩下税了”再次成为
老百姓的调侃之辞？

据悉，燃油消费税连续三
次上调后，汽油消费税累计每
升上调了０.５２元，柴油消费税累
计每升上调了０.４元。根据中国
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提供的数
据，２０１４我国消费汽油１０３５５万
吨，折合成升约为１４００亿升，柴
油１７０４４万吨，约相当于２０００亿
升。以２０１４年的数据测算，连续
三次上调消费税后，仅汽油和
柴油消费税全年就增加约１５００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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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24时，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新的调价窗口，基于国际原油市场延续下跌走势，多家市
场机构预测，“十三连跌”将如期而至，预计汽柴油零售价格下调幅度在400元/吨左右，折合
每升约0 . 29元-0 . 34元。不过消费者更关心的是，这一次，成品油消费税还会同步上调吗？

消费税45天内三次上调

汽油消费税每升提高0 . 12元
柴油消费税每升提高0 . 14元

2014年11月29日

以山东93号汽油为例
上调后汽油税负占比

35%

汽油消费税每升提高0 . 28元
柴油消费税每升提高0 . 16元

2014年12月13日

以山东93号汽油为例
上调后汽油税负占比

40%

汽油消费税每升提高0 . 12元
柴油消费税每升提高0 . 10元

2015年1月13日近期三次消费税
累计上调幅度超

汽油消费税

1元/升—1 . 52元/升
累计每升上调０.５２元

柴油消费税

0 . 8元/升—1 . 2元/升
累计每升上调０.４元

50%

数据来源：根据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去年3月份测算

中国成品油消费税构成：
●增值税
●消费税
●城建税
●教育附加费
●地方教育附加费

3300 .. 4466%%

税收占
油价比

美国

税收占汽油价格比
11 . 22%

包括联邦燃油消费
税和州燃油消费税

德国

税收占汽油价格比
56 . 92%

包括增值税、消费
税或者能源税

韩国

税收占汽油价格比
52%-53%

包括交通税、教育税、
行驶税、增值税等

日本

税收占汽油价格
比39 . 30%

以２０１４年数据测算
三次上调消费税后
仅汽油和柴油消费
税全年就增加约

1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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