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从西
柏坡起程前往北平时，毛泽东说：“今
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呀。今
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
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也说：“我
们应该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
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
绩。”这段著名的对话，在中国共产党
和新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久久不绝的
回响。从此，“赶考”成为具有特殊意义
和深远历史影响的话题。在中国革命即
将取得全面胜利、新中国建立前夕，毛
泽东把入驻北平，建立新中国喻为“赶
考”。原因是什么呢？

一是因革命胜利产生骄傲自满情
绪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历经 28 年的革
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即将夺取政
权，成为执政党。对于即将到来的全面
胜利，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迅速胜利，一
部分党员、干部思想准备是不足的，认
为革命已经结束，因而滋长了一些官僚
主义、骄傲自满的思想。正如毛泽东指
出的那样，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
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
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
情绪，可能生长。胜利容易使人骄傲，而
骄傲又会使人忘乎所以，不思进取，贪
图享乐。“谦受益，满招损”。在中国历
史上，因骄傲自满而失去政权的教训太
多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有过
几次大的骄傲，最终导致几次大的错
误，使革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为此，在
夺取全国政权这个伟大的胜利面前，能
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能不能跳出“成
功—骄傲—腐化—失败” 的历史周期
率，成为对全党及每一个党员干部的重
要考验。

二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挑战。国
内外的敌对势力都不愿意看到中国共
产党的胜利，都不愿意看到新生的人民
民主政权的诞生。在革命战争年代，敌

人用枪炮和屠刀对我们进行 “围剿”，
我们并不怕。“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
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但是，
当敌人在真枪实炮的正面斗争不可能
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将会用“糖衣裹着
的炮弹”来征服革命者的思想。所以，
在革命胜利后，敌我斗争的领域将主要
由军事战场转向思想战场。毛泽东清醒
地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告诫全党，可能
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
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
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
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
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三是全面执政的挑战。在新中国成
立、建立新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将领导
人民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摆在党
和国家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医治战争
的创伤，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各项事业
的建设。从 19 世纪 40 年代第一次鸦
片战争开始，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中国一直战乱不断，给社会和经济造成
严重的破坏。国家千疮百孔，民生困苦，
百废待兴。在执掌全国政权，领导经济
建设中，中国共产党还有许多不懂的东
西，还面临着许多未知的领域。帝国主
义的预言家们也断定中国共产党不可
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国人民还要
向他们乞讨才能活下去。毛泽东用“万
里长征第一步” 来形容面对的困难和
挑战。28 岁的中国共产党能否迅速地
恢复和发展生产，顺利实现新民主主义
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成为检验
在伟大历史转变中党是否成熟的一项
重要内容。

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以非凡的洞
察力和战略远见充分估计到，在这个重
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任务
是非常繁重的，所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
峻的。所以他把进入北平城称作“进京
赶考”。

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
进入北平城称作“进京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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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下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
盘大棋，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至
关重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
财税改革、结构调整、简政放权、产业
革新等多种手段，理顺市场供需关系，
引导市场发挥应有效用，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

作为深化财税改革的“重头戏”，
营改增具有谋一域促全局的功效，也
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
措。那么，5 月 1 日营改增全面推开，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发挥什么作
用？对促进产业升级、激发经济新动力
将产生哪些影响？

减税空前：全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营改增全面推开，全年减税将达

到 5000 亿元，如此诱人的“大礼包”
令很多企业翘首以盼。

“烟台港是中国沿海南北大通道
上的重要枢纽，烟台西港区建设是投
资超过 180 亿的大项目，全部预计在
2017 年收尾。到那时，烟台港将完成
产能的全面升级。”烟台港集团财务
处处长刘范章介绍，2013 年营改增试
点推向全国后，集团一直享受到政策
带来的红利，企业税负明显下降。两年
来，集团增值税税负水平一直稳定在
1.6%，远低于营业税时期的 5%。“这
次营改增全面推开，新增和在建不动
产都纳入了抵扣范围，我们更是下定
决心对老旧配套设施来个 ‘大手
术’。”刘范章表示。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
补短板，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五大任务。其中，降低企业成本是激发
市场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
一环。营改增全面推开带来了 5000

亿元减税，对企业降成本可以说是真
金白银的支持。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情况下，全
面推开营改增，降低企业税负，对于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作用更为明
显，可以促进有效投资带动供给，以供
给带动需求，从而提升企业盈利能力，
激发企业投资创新创业的动力。”毕
马威（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副主席、税
务服务主管合伙人何坤明认为，此次
营改增过程中，国家强调确保所有行
业税负只减不增，税负的降低将会给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乘数效应。

优化税制：消除重复征税、打通抵
扣链条

“营改增不仅仅是一项减税措施，
它更深层的意义在于税制的优化。”中
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增
值税以增值额为税基，有效避免了重
复征税。此次营改增全面推开，将覆盖
所有货物与劳务，二、三产业的抵扣链
条将彻底打通，这对于解决经济供给
结构扭曲脱节问题，将起到重要作用。

近年来的经济数据，也证明了这
一点。营改增试点以来，第三产业投资
规模明显扩大，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比重由 2012 年的 52.6%提高到
2015 年的 56.6%；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也逐步提高，由 2012 年
的 45.5%逐 年 提 高 到 2015 年 的
50.5%，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
比重首次占据“半壁江山”。

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在为社会就
业提供重要支撑的同时，也为产业升
级创造了空间。数据显示，2015 年服
务型消费的税收快速增长，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教育、卫生、影视制作等行

业的税收分别增 长 23.8%、20.5%、
27.3%和 10.3%，大大高于农副食品加
工业、纺织服装、烟、酒、住宿餐饮等物质
型消费行业的税收增幅。特别是现代服
务业异军突起，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三个行业税收分别增长 19%、21.2%
和 23.8%，税收增幅远远超过其他传统
行业。

“营改增释放的红利，给制造业转
型升级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也让企业更
有底气。”山东瑞阳制药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史秀刚介绍，今年公司计划投入 2.6
亿元用于厂房建设，仅这一项就可抵扣
进项税额 2860 万元。瑞阳制药今年准
备投入资金 2 亿元，明年再投入 2.6 亿
元，用于新药研发和产品升级。

提质增效：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棋局上，降
低税负至关重要，营改增税制改革可谓
牵一发动全身。”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既然把财政政
策的重点放在减税上，就不能只谈总量、
不谈结构，必须要从总量进入到结构。

高培勇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深层次目标，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
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引导资源配置的
价格。通过税制改革实行税价分离，让价
格真正起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引导资
源配置方向的作用，是税收政策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对企业来说，营改增的减税并非躺
在原地不动就可以“坐享其成”，这一点
与已往出台的针对特定对象的减税举措
有很大不同。企业必须要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实行科学管理规范经营，才能最大

程度地享受改革红利。
营改增全面推开，建筑业和房地产

业适用 11%的税率，金融业和生活服务
业适用 6%的税率。武汉新八建设集团
总会计师蔡诗发介绍，作为大型民营建
筑企业，集团业务涉及建筑业、建筑设
计、房地产开发等多个行业。据初步测
算，营改增后的进项抵扣要达到
72.67%，税负才能与原来持平。但现在
看来，由于一些分公司沙石料等建材不
能取得增值税发票，所以可抵扣的项目
还是偏少，在营改增实施初期税负有可
能会上升。

“不过压力也是动力，正好可以倒
逼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蔡诗发
说，目前公司已招聘了 20 多名财务人
员，并将对公司财务人员和项目部相关
人员进行轮流培训，为企业经营模式升
级、抚平税负波动做好充分准备。

相比之下，百胜餐饮（武汉）有限公
司的情况则乐观得多。作为连锁餐饮行
业，公司早就实行了统一规范化管理；实
现计算机联网，确保区域资源共享。公司
财务经理罗清枝介绍，由于公司食品原
料、店面等方面实行了统一核算，所以可
抵扣的进项税非常多。“公司每年将新
增 50—80 家门店，这些店面成本都可
以作为进项抵扣。”罗清枝表示，这样一
来企业税负将大大减轻，预计比原来缴
营业税下降 40%左右。

“全面实施营改增，将有利于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矫正
结构性失衡问题。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
经济运行的基本细胞，企业活力迸发，中
国经济的新动力就形成了。”税务总局
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认为。

人民日报

营改增给力供给侧改革
5月 1 日全面推开后，全年减税将达 5000 亿元

2016 年 4 月 4 日，当日是清明节，也是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江苏兴化天气晴好，千垛菜花风景区游
人如织，由于前来景区游玩的游客太多，景区停车场车位紧张，众多的车辆在景区周边的公路上在排起了
长龙，绵延数公里宛如一条汽车“钢铁巨龙”场面十分壮观，公路变也成了一个“超级停车场”。

截至 4 月 6 日 18 时，2016
安徽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已达
193556 人，资格审查合格人数为
143458 人，缴费人数为 80285
人。这一数字也是近年来公务员
考试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年(2015
安徽公务员报名人数为 177584
人)，人数最多与放宽考试条件不
无关系。

纵观全省报名人数 (涉密岗位
等特殊职位除外)，合肥地区招录
人数为 601 人，报名 27174 人，稳
居全省第一；今年的招人大户阜
阳以报名 18735 人位列第二;省
直招考 522 人，实际报名 17673
人排在第三。从十大报名最火热
职位来看，单职位报名人数最多
的依然是合肥团市委综合管理岗
(职位代码 10055) 一职，招录 1
人，报名人数现已达 1539 人。同
时，职位有冷有热，截至目前全省
共有 24 个岗位无人问津，75 个
职位资审合格人数为“0”，183
个职位无人缴费，这些职位如无意
外很可能被核减。

安徽商报

安徽“省考”
最热门岗位竞争比 1539:1
近 20万人报名为近年最多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 2015 年度表

彰大会 4 月 10 日落幕，管虎导演的
《老炮儿》一炮三响，将年度导演、年
度影片等三项大奖收入囊中。冯小刚
也凭借该片中的 “六爷” 一角获得
“年度男演员”称号，继金马奖之后再
度获得影帝称号。无论管虎还是冯小
刚，对《老炮儿》连中三元的成绩都表
现得很谦虚———冯小刚幽默地表示：
“选导演眼中的演员，我比较占便
宜”；管虎则直言这是导演协会鼓励
导演“在不失自我表达的同时还能兼
顾商业诉求”。

《老炮儿》、《聂隐娘》大胜
在表彰大会上一炮三响的《老炮

儿》通过讲述北京“老炮儿”与新时
代“小炮儿”的冲突来展现两代人的
差异、时代和城市变迁的电影于去年
贺岁档上映，起初票房表现并不出色，
却凭借强劲的口碑后来居上，最终票
房超过 9亿人民币。

由于是电影导演协会的表彰大
会，“年度导演”排在“年度影片”之
后作为压轴奖项。管虎先上台接受了
“年度影片”的表彰，他称导演协会的
评选跟其他电影类奖项都不一样，能
够获得同行的鼓励其实很重要。紧接
着，他又获颁“年度导演”再次上台。

他直言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电影导
演协会）真是对我宠爱有加，一般给
了第一个就不会给第二个了。我运气
好一点，其实这部戏作为电影本身我
觉得比不上其他入围影片，但是大会
给了我这个鼓励，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颁奖可能有鼓励的性质，导协应该是
这样想的，希望导演在不失个人表达
的同时，还能兼顾商业诉求。未来我还
想尝试其他可能性。”

在奖项数量上紧随《老炮儿》之
后的，就是去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
棕榈最佳导演奖的《刺客聂隐娘》，该
片获得了“年度编剧”（阿城）和“年
度港台导演”（侯孝贤）两项大奖。导
演协会给出的评语是：“一部 《聂隐
娘》，带我们回首故国千年，感怀唐人
心绪；贾樟柯导演说过：‘在中国人的
世界里，只有侯孝贤能拍出我们的前
世’，我们借这句话作为颁奖词，致敬
以真正的中国式电影语言讲述中国前
世，关切华人今生的侯孝贤导演，特授
予年度港台导演表彰。”

冯小刚、白百何获表演奖
2015 年度电影导演协会表彰大

会的两个表演类奖项———“年度男演
员”和“年度女演员”分别颁给了冯
小刚（《老炮儿》）和白百何（《滚蛋

吧！肿瘤君》），同样体现了兼顾艺术与
商业趋向。其中，白百何是去年的票房女
王，她主演的 《捉妖记》 在暑期档以
24.39 亿的成绩登顶中国影史票房冠
军，让这一称号回到了国产片的手中。

《滚蛋吧！肿瘤君》中，白百何轻车
熟路地扮演身患绝症却乐观向上的漫画
家熊顿，将她出道以来就颇为擅长的
“小妞电影”风格发挥到了极致。《滚蛋
吧！肿瘤君》还曾代表中国出征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但没能进入首轮大名单。白
百何出道以来演了不少高票房电影，获
赞挑剧本小能手。她 4 月 10 日领奖时
也开玩笑地回应说，这是因为自己上学
的时候都认真听讲了。

相比之下，获得“年度男演员”的冯
小刚在《老炮儿》中演绎的“六爷”的确
可圈可点，管虎称之为“是冯小刚成就
了这一部戏”。此前他凭借这一角色拿
下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此
番“六爷”在由电影导演集体投票的导
演协会表彰大会上再下一城，称得上实
至名归。冯小刚上台领奖时就幽默地表
示：“同时获得提名的这几位男演员都
是身怀绝技，都非常厉害。因为这是在选
导演眼中的年度男演员，所以肯定是当
导演的就比较占便宜，我也希望有更多
的导演去演戏。” 北京晨报

导演协会表彰大会落幕
冯小刚凭“老炮儿”再获影帝

截至“十二五”末，我国累计光伏装
机量达到 4318 万千瓦，首次超过德国，
跃居世界第一。这是我国在新能源领域
继风电装机跃居全球第一之后的又一次
飞跃。

据悉，在“十二五”以前，中国的光
伏电站发展缓慢，每年新增的光伏装机
规模连风电和火电新增装机的零头都不
到，几乎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据中国光伏
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到 2011 年，
我国光伏装机量仅 350 万千瓦。

进入“十二五”以后，我国光伏电站
建设驶入快车道，每年几乎以翻倍的速
度增长，其中头两年增速甚至达到
150%左右。2015 年，中国新增光伏装机
量约 1500 万千瓦，同比增长 41.5%，占

全球新增装机量的 28.3%，连续第三年
位居全球新增光伏装机量第一位。

光伏电站对于我国治理环境污染和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成效非常显著。
2015 年，我国光伏发电量为 392亿千瓦
时，可替代原煤 1700 万吨（标煤 120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100 万吨。
根据未来发展规划，到 2020 年和 2030
年，我国光伏发电量将达到 2000 亿千
瓦时和 5000 亿千瓦时，届时可替代原
煤 8500 万吨和 2.1 亿吨，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1.6 亿吨和 3.9 亿吨。

在我国环境压力增大的今天，能减
少如此规模的煤炭消耗，光伏电站的环
保效益无疑是巨大的。

人民网

我国光伏装机跃居世界首位
总量突破 4318 万千瓦

“二季度黄金市场的脉冲行情有望
延续。”东证期货全球货币宏观与贵金
属分析师元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有两方面因素决定黄金价格不存在迅速
下跌的可能。第一，3月份美联储议息会
议及耶伦讲话均偏鸽派，因此，二季度美
元大幅向上的趋势不成立。第二，英国退
出欧盟的风险将在二季度发酵。

今年一季度，国际金价累计攀升超
过 16%，黄金价格涨幅问鼎一季度商品
之王，为 1986 年以来最大单季涨幅，全
球市场避险情绪高昂打压股市，这引发
一波针对黄金的避险买盘。

进入 4 月份，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
的非农数据显示，美国 3 月份非农就业
人数增加 21.5 万人，略微好于市场预期
的增加 20.5 万人，因更多人加入劳动力
大军，3 月份失业率升至 5.0%，但数据
显示，美国 3 月份兼职工作的人数增长
13.5 万人至 612 万人，创去年 8 月份以
来最高。这可能表明新增的劳动力有一
些只能找到兼职工作。海外交易员表示，
非农报告虽强但还不够强劲，失业率意
外上升或是个硬伤。

至于非农对美联储升息预期的影
响，有市场人士表示，此次非农就业报告
将使美联储继续采取缓慢加息的策略。
这份报告不至于强劲到让美联储在本月
的会议上加息，但 6 月份加息是有可能
的。

数据显示，黄金大牛市都发生在美
国货币宽松的背景下。1970 年至今，黄
金一共有 4 轮大牛市，1 轮小牛市。其
中，4 轮大牛市里，都发生在美国货币宽

松的背景下，涨幅巨大，分别为 451%、
721%、76%和 650%。在美国没有货币
宽松时，涨幅仅 27%。同时，从历史看，
每一轮美元升值周期里，金价都进入了
下跌的熊市。1975 年至 1976 年，布雷
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经济在全球
汇率自由浮动之后有所恢复，美元微涨，
金价下跌 46%；1980 年至 1985 年，美
元升值，拉美债务危机，金价下跌 56%；
1987 年至 1993 年，美联储主动紧缩控
制通胀，美元升值，金价下跌 35%；1996
年至 1999 年，美国经济稳定，但亚洲金
融危机使得美元升值，金价下跌 39%；
2011 年至今：美国经济从 QE 中逐步回
暖，走上加息之路，金价下跌 44%。

去年 12月份，在美联储进行近 10
年来首次升息前，金价就已下跌 10%。

因此，3 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及耶
伦 3 月 29 日讲话均偏鸽派，助长了黄
金投资者的投资底气。耶伦讲话主要内
容有：第一，国内经济虽然存在波动，但
仍然比较稳固，正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前
进。第二，2016 年的数据喜忧参半。就业
市场情况进一步巩固，但充分就业情况
下的失业率可能低于 4.8%；尽管近期核
心 PCE 价格回升，但能否可持续还需观
察。第三，全球经济形势已对美国经济构
成持续性风险，未来不确定性在于中国
经济能否软着陆。

另外，英国退欧在二季度或有定论，
若确实发生将会使英国央行推迟任何加
息行动，因此，也将对黄金价格形成一定
支撑。

证券日报

一季度黄金期货涨逾 16%
有望延续脉冲行情

航拍兴化千垛油菜花人气爆棚 公路成“超级停车场”宛如巨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