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外汇管理局 7 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袁截至 2019 年 12 月末袁中国
外汇储备规模为 31079 亿美元袁较
11月上升 123亿美元袁升幅 0.4%曰较
年初上升 352亿美元袁升幅 1.1%遥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尧总
经济师王春英指出袁2019 年 12 月袁
中国外汇市场供求延续基本平衡格

局遥 受全球贸易局势尧主要国家央行
货币政策立场尧 英国大选等因素影
响袁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数尧主要
国家债券价格有所下跌遥受汇率折算
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袁外
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遥

渊源自叶人民日报曳冤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3107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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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袁减税降费直击市场主体的痛点和难
点袁政策野组合拳冶持续发力袁效应明显遥

今年在简政放权和优化服务的同时袁要切实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袁进一步优化税务执法方式袁不断
健全完善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理机制袁野防打结
合冶依法严厉整治利用野假企业冶野假出口冶虚开骗
税行为袁努力做到对市场主体干扰最小化尧监管效
能最大化遥

优化发票服务方式尧提高办税缴费效率尧加大
权益保护力度尧优化税务执法方式噎噎日前袁在北
京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野亮出冶了今年税收工
作的一系列实招硬招遥 2019年野史上最大规模冶减
税降费成效如何钥今年税收工作将从何处发力钥此
次会议揭晓了答案遥

去年新增减税降费超 2万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会上表示袁2019 年

全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2万亿元袁 占 GDP比
重超过 2%袁 拉动全年 GDP增长约 0.8个百分点袁
所有行业税负均不同程度下降袁有效激发了市场主
体活力袁增强了经济发展信心遥 特别是深化增值税
改革后袁月均净增一般纳税人 8.88万户袁相当于改
革前的近两倍遥

王军表示袁去年以来袁税费收入实现量稳质优遥
2019年袁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费收入 18.3万亿元袁
其中税收收入渊已扣减出口退税冤14 万亿元袁同比
增长 1.8%曰 累计办理出口退税 15740亿元袁 增长
4.8%袁有力支持了外贸出口遥

纳税服务也更有野温度冶遥 2019年袁税务注销免
办和即办比例提高 13 个百分点达到 85%以上袁全
国无纸化退税申报户数尧税额占比均超过 90%遥 全
面建成增值税电子发票公共服务平台袁深化野银税
互动冶助力小微企业缓解融资难问题遥 第三方机构
开展的纳税人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袁2019 年纳税
人满意度得分较上年提高 1.4分曰世行营商环境评
价我国纳税指标排名连续 3年实现新提升遥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斌

表示袁减税降费规模大尧力度大尧政策多袁各级税务
机关做了大量工作袁优化流程袁细化服务袁方便了
纳税人尧缴费人应享尽享政策红利袁确保了减税降
费措施不折不扣落地实施袁对于发挥减税降费应有
效应起到了关键作用遥

野去年以来袁减税降费直击市场主体的痛点和
难点袁政策耶组合拳爷持续发力袁效应明显遥 冶北京国
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激励企
业增加研发投入袁有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曰民营企
业各项政策更好地为民营经济松绑曰个人所得税改
革明显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遥

系统发力完善税收营商环境
王军说院野今年要以更扎实举措尧下更大气力巩

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果袁 进一步提高抓落实的质
量袁凝聚抓落实的合力袁强化抓落实的成效袁让纳
税人尧缴费人有更多获得感遥 冶

今年税务部门将深入贯彻 叶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曳袁全面建成政务服务野好差评冶制度体系袁面向
企业和群众需求提供更便利的税费服务遥 同时袁继
续深化税务系统野放管服冶改革和落实优化营商环
境五年工作方案袁开展好第七年野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冶袁优化发票服务方式尧提高办税缴费效率尧加大
权益保护力度袁促进税收营商环境有更大改观遥

税收服务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也更进一步遥
2019年税务总局出台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的 16条税收措施袁 加大税收服务区域发展战略的
力度遥 成功举办第一届野一带一路冶税收征管合作
论坛袁建立由 34个成员和 22个观察员国家渊地区冤
组成的野一带一路冶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袁在北京尧扬
州相继设立野一带一路冶税务学院袁更好服务国家
对外开放战略遥

野今年要进一步发挥税收职能作用袁更好服务
耶一带一路爷 建设袁 更加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
定与交流合作袁更大力度支持耶走出去爷与耶引进
来爷袁 助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

放袁在国际税收领域更好地贡献中国智慧袁展现中
国风采遥 冶王军说遥

优化税务执法确保公平竞争
2019年袁 税务部门通过逐步健全以风险为导

向的野双随机尧一公开冶新型监管模式袁深化纳税信
用社会化运用袁强化野信用+风险冶动态管理袁推进
打虚打骗两年专项行动袁精准打击野假企业冶野假出
口冶等涉税违法犯罪行为袁有效维护了公平公正的
良好税收秩序遥

2018年 8月份至 2019年底袁税警关银密切协
作袁共检查涉嫌虚开骗税企业 22万户袁主动投案自
首 2501人遥

王军表示院野今年在简政放权和优化服务的同
时袁要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袁进一步优化税务执
法方式袁 不断健全完善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理机
制袁耶防打结合爷依法严厉整治利用耶假企业爷耶假出
口爷虚开骗税行为袁努力做到对市场主体干扰最小
化尧监管效能最大化遥 冶

2017 年袁国家税务总局驻北京尧广州和重庆 3
个特派办挂牌运行遥 2019年袁税务总局又分别设立
了驻沈阳尧上海和西安特派员办事处袁主要承担对
工作范围内税务机关贯彻执行党中央尧国务院决策
部署情况的督查尧税收执法合规性检查尧财务内审尧
跨区域涉税大案要案稽查等任务遥

业内专家认为袁 此次组建的 3 个特派办与北
京尧广州和重庆特派办一起袁形成更为优化协同高
效的跨区域税务稽查和内审组织体系袁有利于进一
步优化税务执法方式袁健全税务监管体系袁继而推
动减税降费等惠民利企政策落地生根袁更好服务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遥

李旭红认为院野今年税务部门将在优化执法方
式尧 规范税务执法尧 打击偷骗税方面持续发力袁有
利于维护我国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税收安全袁保障公
平竞争的营商环境遥 冶 渊源自叶经济日报曳冤

在 2019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2万亿元的基础上要要要

今年将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果
1月 6至 7日袁国家机关事务管

理局在京举行全国机关事务工作会
议遥 据悉袁根据部署袁2020年全面启
动节约型机关创建工作袁到 2022年袁
不低于 70豫的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
建成节约型机关遥

会议指出袁近年来袁各级机关事
务管理部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袁按照集中统一管
理的方向袁聚焦经费开支尧办公用房尧
公务用车尧 公共机构节能等重点领
域袁从严从紧袁抓好厉行节约袁推进节
约型机关创建行动袁坚决落实过紧日
子要求袁推动出台了 300多件制度标
准遥中央层面袁形成了以叶党政机关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曳叶机关事务管
理条例曳为重点袁以办公用房尧公务用
车尧公务接待和公共机构节能等领域
专项法规为主干袁以规范性文件和标
准规范为延伸的机关事务法规制度
和标准体系曰地方层面袁20多个省围
绕机关事务尧公共机构节能尧国内公

务接待尧办公用房尧公务用车都分别
出台了管理办法袁进一步扎紧制度笼
子遥

据介绍袁 自 2013年节约型公共
机构示范单位尧能效领跑者尧节水型
公共机构等创建评选工作开展以来袁
全国范围内已建成 3600多家公共机
构示范单位尧184家能效领跑者尧3万
多家节水型公共机构遥

国务院副秘书长尧国家机关事务
管理局局长李宝荣强调袁各级机关事
务管理部门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
求袁 更好发挥党政机关表率带头作
用袁 以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
位尧能效领跑者尧节水型公共机构等
为载体袁统筹推进绿色建筑尧绿色办
公尧绿色出行尧绿色食堂尧绿色数据中
心等行动袁 持续做好节水尧 节电尧节
粮尧节纸尧垃圾分类等工作袁创建一批
有特色尧有示范尧有引领尧有成效的节
约型机关遥 渊源自叶人民日报曳冤

全国机关事务工作会议举行要要要

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 8 日
表示袁随着扶持政策落实袁生猪生产
保持良好势头遥一些养猪场户前期压
栏的肥猪开始集中出栏上市袁加上商
业储备尧政府储备和进口增加的猪肉
会陆续投放袁预计春节期间猪肉供需
总体平稳遥

于康震是在农业农村部 8 日召
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上述表示
的遥

他介绍袁农业农村部持续加大工
作力度袁 推动各项扶持政策落实落
地袁生猪生产保持恢复发展的良好势
头遥 2019年 12月份袁生猪出栏比 11
月份增长了 14.1%袁 与 8月至 11月
生猪出栏持续下降的情况不同曰集贸
市场猪肉零售交易量环比增长了
11.7%袁供应增速高于消费需求增速袁
猪肉供需矛盾有所缓解遥

于康震说袁 近一段时间以来袁农

业农村部强化生猪稳产保供遥采取一
系列措施压实责任袁落实政策袁野抓大
不放小尧以大带小冶恢复生产袁强化冬
春季节非洲猪瘟防控袁强化肉品质量
安全监管遥在政策措施和市场行情带
动下袁养殖场户增养补栏信心不断增
强遥 2019年 12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
栏环比增长 2.2%袁 猪饲料产量环比
增长 2%袁规模猪场产能恢复更快袁前
期生产恢复较早的东北尧西北和黄淮
海地区生猪产能进一步释放遥

肉类产品供给是近期百姓关注
的话题遥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
杨振海在会上表示袁据农业农村部监
测袁2019 年禽肉产量增幅在 15%以
上袁牛羊肉产量约增长 3%袁鸡蛋产量
增长 5.7%袁牛羊肉尧禽肉尧禽蛋等市
场供应充足袁可以一定程度上填补猪
肉供应缺口袁保障百姓的野菜篮子冶遥

渊源自新华网冤

农业农村部

预计春节期间猪肉供需平稳

当地时间 8日早晨袁美军驻伊拉克野阿萨德空
军基地冶遭到至少 9枚火箭弹袭击遥

报道介绍袁该基地位于伊拉克西部袁是美国和
联军部队的基地遥

法新社称袁这一袭击是伊拉克亲伊朗势力对美
军杀死苏莱曼尼将军的野回应冶遥

本月 3日袁美军空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
场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野圣城旅冶指挥官卡西
姆窑苏莱曼尼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 野人民动员
组织冶副指挥官阿布窑迈赫迪窑穆汉迪斯等在袭击中
身亡遥

阿萨德空军基地是伊拉克第二大空军基地袁位

于安巴尔省省会拉马迪以西约 110公里处的巴格达
迪镇附近遥 阿萨德空军基地是目前美国在伊拉克驻
军人数最多的基地袁 同时也驻扎着打击极端组织
野伊斯兰国冶国际联盟的多国部队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伊朗革命卫队发射导弹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

2020年 1月 7日袁
三峡库区湖北省宜昌市
秭归县三峡翻坝物流产
业园污水处理厂建成并
投入试运行袁 这是长江
大保护宜昌示范区先导
先试项目遥 该项目除服
务三峡翻坝物流产业园
之外袁 还服务三峡屈原
文化生态旅游区和秭归
县城金缸城新区袁 服务
人口约 7万人袁 污水处
理能力为 1万吨/日袁投
运后将极大地改善秭归
县城长江区域周围水体
环境遥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袁人工智能正成
为兵家必争之地袁 从专利产出上看袁
中国企业跑在了前列遥

2019年 12月 2日袁国家工业信
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叶人工智能
中国专利技术分析报告曳袁 以总体专
利数量尧 专利权人与发明人情况尧中
国人工智能专利价值及竞争力等维
度对中国人工智能产学研进展进行
了分析与评比遥报告针对人工智能下
基础技术尧语音识别尧图像识别尧云计
算尧自然语言处理尧智能驾驶尧智能机
器人七个关键技术分支作了全面的
专利态势分析遥

叶报告曳显示袁从中国人工智能专
利价值及竞争力 TOP50来看袁有 28
个创新主体为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企
业袁 另有 20所高校和两所中国科学
院下属的科研机构遥 在这 28家入围
企业中袁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分别有
15家和 13家袁其中中国企业的整体
分数更加靠前遥

在专利数量上袁中国人工智能专
利申请量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遥 其
中袁 百度以 5712件专利权人授权量

排名第一袁微软位列第二遥 截至 2019
年 11月袁 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专利授
权量为 2.5431万件袁 中国申请人的
授权量占比为 81%遥

对此袁百度副总裁梁志祥向记者
表示袁很高兴看到国家层面对专利质
量日益重视袁 并相继出台多项措施袁
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袁加快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遥

当下袁人工智能行业仍处在高速
发展时期袁技术迭代日新月异袁产业
化落地不断加速遥如何将创新技术成
果转化为高质量的专利袁是摆在企业
面前的重要挑战遥

百度相关负责人表示袁 在实践
中袁百度坚持自主创新尧积极进行专
利布局的同时也采取管理措施提升
专利质量袁以增强核心竞争力遥 另外
一方面袁 如何激活知识产权价值尧运
用知识产权推动企业乃至行业发展
是我们面临的另一项挑战袁百度虽然
做了一些专利许可合作以及专利资
本化尝试袁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袁但仍
面临专利价值评估标准不明确尧相关
运营和保护政策不健全等挑战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中企领跑人工智能专利
激活知识产权价值是未来关键

2020年袁从南北美洲到欧洲尧亚洲袁多个国家将
举行选举遥 在民意分裂加剧的美国尧陷入政治僵局
的以色列尧社会运动不断的法国尧国内局势不稳的
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袁以及韩国尧斯里兰卡等国袁各
自的选举都有哪些看点钥

美国大选院特朗普能否连任钥
美国大选定于 11月 3日举行遥 除总统选举外袁

国会尧部分州长和海外属地总督以及地方立法机构
也将换届遥

现任总统特朗普不出意外将获得共和党总统
候选人提名袁 但民主党总统竞选人阵营目前仍很
野拥挤冶袁野内斗冶看点颇多院美国前副总统拜登能否
守住目前的领先优势钥 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尧沃伦等
人掀起的野左翼旋风冶能否持续钥 纽约市前市长尧超
级富豪布隆伯格如何搅动选战钥

以色列议会选举院事不过三钥
3月 2日袁 以色列将举行一年来第三次议会选

举袁这在该国历史上尚属首次遥 此前袁以色列先后于
2019年 4月和 9月两度举行议会选举袁但由于左右
翼党派势均力敌尧互不妥协袁新政府一直未能组建遥
第三次议会选举因此备受关注遥

现在没人敢断言第三次选举能否打破政治僵
局袁但相对明确的是袁不管将来哪一方成功组阁袁以
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强硬立场都不会发生太大变
化袁以色列也会继续把伊朗视为头号敌人遥

法国市镇选举院前车之鉴钥
3月 15日至 22日袁法国将举行地方市镇选举遥

去年以来袁先有野黄马甲冶运动袁后有反对退休制度
改革的大罢工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法国陷入严重
社会危机袁以极右翼政党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势力蠢
蠢欲动遥

在 2014年举行的上次市镇选举中袁执政的社会
党遭遇野滑铁卢冶遥 时任总统奥朗德被迫更换总理袁
改组政府遥 这次选举袁极右翼政党的影响力会否扩
大钥 选民是否会用选票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钥 这
不仅是对总统马克龙的一场考验袁也是观察法国未
来政治走向的一个窗口遥

玻利维亚总统选举院延续野莫拉莱斯路线冶钥
去年 10月底袁玻利维亚政局出现动荡袁总统莫

拉莱斯被迫辞职并出国寻求政治避难袁时任参议院
第二副议长阿涅斯宣布就任临时总统遥 日前袁玻利
维亚最高选举法院宣布袁将于今年 5月 3日重新举
行总统和议会选举遥

虽然莫拉莱斯身在国外袁但今年玻总统选举的
主线依旧是野莫拉莱斯路线冶能否得以延续遥 代表中
部查帕雷地区古柯种植者利益的安德罗尼科窑罗德
里格斯尧前外长迭戈窑帕里等来自左翼野争取社会主
义运动冶党的竞选人大多与莫拉莱斯执政理念一脉
相承袁 而反对派领导人路易斯窑费尔南多窑卡马乔尧
前总统梅萨等右翼党派竞选人则试图带领玻利维
亚走另一条路线遥

委内瑞拉议会选举院马杜罗能否控制议会钥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经历了一波三折的 2019

年遥 年初反对派成员尧议会主席瓜伊多宣布自己为

野临时总统冶袁倚仗美国等国的支持袁试图逼马杜罗
下台遥 此后袁马杜罗政府顶住内外压力袁通过一系列
措施逐渐稳定了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遥

今年袁马杜罗将迎来另一场考验院议会选举遥 委
政府近期已多次表示袁要将原定于今年年底举行的
议会选举提前至年初袁并且有信心从反对派手中赢
回议会控制权遥 此次选举对于委国内政局和国际社
会对委政府的认可度都具有重要意义遥

韩国国会选举院文在寅的中期考评钥
文在寅 2017年 5月出任韩国总统袁如今 5年任

期已经过半遥 他将于今年 4月 15日迎来野中考冶院第
21届韩国国会选举遥

目前韩国国会第一大党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袁
其次是在野党自由韩国党遥近期民调结果显示袁34%
的韩国民众支持共同民主党袁自由韩国党的支持率
为 29.5%遥 目前袁文在寅正在推动检察机关改革袁并
提出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政策遥 国会选举结果不仅将
影响施政效率袁 亦可反映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袁
同时也是下届总统选举的晴雨表遥

斯里兰卡议会选举院兄弟能否继续携手执政钥
拉贾帕克萨兄弟是斯里兰卡的明星政治人物遥

二人同属人民阵线党袁 弟弟戈塔巴雅窑拉贾帕克萨
于去年年底成功当选斯里兰卡总统袁身为党派领导
人尧 现任总理的哥哥马欣达窑拉贾帕克萨正带领人
民阵线党以赢得今年议会选举为目标全力冲刺遥

目前斯里兰卡议会由反对派掌控袁换届选举预
计可能于 4月前后举行遥 如果人民阵线党赢得多数
席位袁马欣达窑拉贾帕克萨将坐稳总理位置袁这意味
着戈塔巴雅窑拉贾帕克萨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政策有
望快速落地遥 渊源自新华网冤

2020年，国际上这七场选举有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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