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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日前公布 1要2月财政收支情况遥数据显示袁1要2
月累计袁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5232 亿元袁 同比下降
9.9%遥 其中袁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242亿元袁同比下降
11.2%曰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7990亿元袁 同比下降
8.6%遥 全国税收收入 31175亿元袁同比下降 11.2%曰非税收入
4057亿元袁同比增长 1.7%遥 1要2月累计袁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32350亿元袁同比下降 2.9%遥

据了解袁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袁一是巩固
减税降费成效袁增值税翘尾减收效果持续释放遥 二是上年末
延至今年初缴纳入库的税收收入同比减少遥三是疫情对财政
收入的影响在 2月份明显显现袁进口环节税收尧车辆购置税
等 2月份当月申报税种降幅明显扩大袁住宿餐饮尧居民服务尧
交通运输等行业税收收入分别下降 55.1%尧41.6%尧37.3%袁房
地产业尧建筑业尧批发零售业尧制造业等行业税收收入也大幅

下降遥
虽然财政减收明显袁 但疫情防控经费和基层 野三保冶支

出袁仍得到较好保障遥 截至 3月 21日袁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
有关防控资金 257.5亿元袁支持地方做好患者救治尧医护人
员补贴发放袁以及建立疫情防控短缺物资储备尧开展药品和
疫苗研发等工作遥 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卫生健康支出
2716亿元袁同比增长 22.7%遥 在去年四季度已提前下达转移
支付的基础上袁 今年以来预拨均衡性转移支付 700亿元尧县
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406亿元袁增强地方财政经费
保障能力袁支持地方做好疫情防控和基层野三保冶工作遥此外袁
财政部还建立了野全国县级财政库款监测冶机制袁动态监测湖
北等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的财政库款情况袁 加强资金调度袁
确保疫情防控尧野三保冶等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有关防控资金 257.5亿元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袁将进一步强化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的规划指导袁完善政策环境袁创新相关体制机制遥 业内
人士说袁新基建投资计划正加速推出袁预计年内投资规模将达
万亿元遥 相关支持政策可能集中发力袁助力稳增长尧调结构遥

政策密集落地
今年可谓新基建野大年冶遥 政策面暖风频吹袁相关支持政

策密集落地袁各地新基建投资如火如荼遥
国家发改委近期多次强调加快 5G网络尧数据中心等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遥 国家发改委人士表示袁推进基础设施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已审议通过遥 下一步袁要进一步强化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的规划指导袁统筹推进更多智能交通尧智能电网尧智
慧城市等项目建设遥

3月 24日袁 工信部印发关于推动 5G加快发展的通知袁
提出加快 5G网络建设进度尧加大基站站址资源支持等十八
条举措遥 2月底袁国家发改委等 11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叶智能
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曳提出袁支持智能交通及智慧城市基础设
施重大工程建设等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目前袁已有 25个省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强
调新基建遥 山东省近日印发叶山东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导
意见曳明确袁到 2022年年底袁全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
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遥

业内人士指出袁预计政策面将继续集中在新基建投资方
面发力袁推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袁补足下游新经济产业链短
板袁以带动相关产业链经济投资乘数效应遥

资金支持力度加大
从资金端看袁支持新基建力度在不断加大遥
财政部数据显示袁截至 3月 20日袁全国各地发行专项债

券 10233亿元袁全部用于铁路尧轨道交通等交通设施建设袁以
及生态环保尧农林水利尧市政和产业园区等领域的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遥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文朗表示袁新基建领域能带
动的基建投资今年或在 8000亿至 10000亿元左右袁 虽然短
期总量不大袁但标志意义不可忽视遥从全年看袁基建作为稳就
业重要抓手袁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期限延长尧专项债用

于基建规模增加及政策性金融年度信贷增加等诸多政策鼓
励袁基建投资增速大概率会较 2019年反弹袁增速或在 6%以
上遥

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
新基建正进一步提速袁建立和完善政策机制已是当务之

急遥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指出袁目前袁新基建一些领域比如数

据中心已出现过剩现象袁 下一步应做好规划和改善环境袁防
止野一哄而上冶和重复建设袁避免短期投资泡沫遥

赛迪智库日前发布的叶野新基建冶发展白皮书曳指出袁政策
层面袁应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遥 建议制定新基建发展中
长期战略规划和短期行动计划遥 根据区域特点和行业需求袁
统筹规划新基建区域和行业布局遥建议从中央尧省尧市三个层
面开展基于数字新基建的创新应用试点示范项目遴选遥从企
业层面袁建议科学制定五年发展规划尧三年行动计划和年度
工作方案袁明确企业战略发展方向和目标定位遥

渊源自叶中国证券报曳冤

政策暖风频吹 新基建投资有望达万亿

记者 3月 25日从应急管理部
消防救援局了解到袁近期袁全国多地
将陆续开学复课袁 学校消防安全风
险凸显袁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3
月 24 日要求各地消防救援机构抓
实抓细火灾防范工作袁 更好地服务
各级各类学校安全有序开学复课遥

消防救援局要求袁 各地消防救
援机构要加强与教育部门对接袁了
解掌握开学复课的时间尧范围尧规模
等情况袁 分析研判各级各类学校存
在的消防安全突出风险袁 提出针对
性有效对策措施袁 推动教育部门和
学校加强监管尧落实主体责任曰向当
地街道尧乡镇发出风险提示袁加强校
园周边餐饮尧 出租屋等经营性场所
检查遥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尧校外培训
机构自主评估风险尧自主检查安全尧
自主整改隐患袁 紧盯重要部位推动
落实岗位责任遥

消防救援局要求袁 消防救援机
构会同教育部门联合开展现场指导
服务袁 及时督促整改违规使用大功
率用电设备尧 占用堵塞安全出口和
消防通道等隐患问题袁 落实整改责
任和防范措施遥 会同教育尧 卫生健
康尧住房城乡建设尧公安尧市场监管
等部门对校园周边经营性场所进行
摸排检查袁加强在校学生外宿尧校外
培训机构尧托管机构的管理袁合力做
好校园周边消防安全工作遥 对检查
发现的重大火灾隐患袁 专题报告当
地政府及时协调解决遥

消防救援局强调袁 在开学复课
前后袁要对学校校长和管理人尧教职
员工袁 分区分批组织线上和线下消

防安全教育培训曰 督促学校将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知
识纳入野开学第一课冶教育内容袁布置一份消防知识家
庭作业曰指导学校组织开展一次消防疏散演练曰消防救
援队伍要及时修订完善灭火救援预案袁 开展针对性训
练演练袁提高初起事故应急处置能力遥渊源自人民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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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袁 快递行业 2月份业绩备
受关注遥 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据袁2月份全国快递
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27.7亿件袁同比增长 0.2%袁业务
收入完成 364.4亿元袁同比增长 4.1%遥在全行业全力复
工复产下袁业务量仍然实现了小幅上涨遥

近日袁顺丰控股尧圆通速递尧韵达股份和申通快递
4家快递企业也相继发布了 2月份业绩简报遥 数据显
示袁顺丰控股依然实现了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大幅上涨袁
其他 3家快递企业则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遥

其中袁顺丰控股数据异常亮眼遥 数据显示袁2月份
顺丰控股业务量达 4.75亿件袁增幅达到 118.89%袁市场
占有率达到了 17.15%袁创下历史新高遥 同时袁营业收入
渊含供应链业务冤达 90.09亿元袁同比增长 82.11%曰供应
链业务收入 3.69亿元袁同比增长 398.65%遥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袁 快递企业为何还能取得
如此成绩钥 业内专家分析称袁 顺丰业务量同比大幅增
长袁 首先与 2020年和 2019年春节不在同一个月份有
关袁2019年春节是在 2月上旬袁2020 年则是在 1月下
旬遥 此外袁顺丰业务量高速增长袁更多的还来自于其多
元化业务尧产品等带来的业务增量遥 比如袁2019年顺丰
时效件和经济件共同发力袁推出特惠专配袁又承接了唯
品会配送业务袁带动市占率持续提升遥

更重要的是袁在特殊时期袁包括顺丰在内的邮政企
业尧主要快递企业仍保持正常运营袁全力保障对湖北武
汉等疫情重点地区的应急救援物资和人民群众日常基
本生活物资运输和寄递服务遥 截至 3月 18日袁邮政企
业尧 快递企业承运尧 寄递疫情防控物资累计 13.63万
吨尧包裹 2亿件袁发运车辆 3.26万辆次袁货运航班 422
架次遥

自疫情暴发以来袁 无人配送也大显身手遥 在武汉
市尧十堰市尧赣州市尧温州市尧哈尔滨市多个地区重点区
域袁 顺丰无人机团队构建了疫区非接触式空中应急运
输生命通道袁缓解了疫区物资运输保障压力袁开展了特
定场景下无人机物流运输作业遥 截至 3月 15日袁顺丰
无人机疫情期间共运营 32天袁飞行超 3000架次袁飞行
里程近 13000公里袁运送物资超 11吨袁其中包括防护
服尧手套尧食品尧药品等遥

随着复工复产有序推进袁 一系列针对邮政快递业
的支持政策为行业复工复产也注入了新动力遥连日来袁
多地邮政管理部门积极争取防疫物资袁出台帮扶政策袁
解除企业后顾之忧遥北京局联合市交通委明确袁各高速
公路经营单位要全面落实邮政快递车辆疫情防控期间
免收车辆通行费政策曰推动各区街道尧社区尧乡镇尧行政
村为投递人员提供便利条件遥江苏局为解决人员到岗尧
末端配送等困难袁其中无锡尧常州等地采取政府包车尧
免费护送方式确保人员野点对点冶输入曰苏州尧南京等地
为快递员进入小区投递办理了通行证噎噎

截至目前袁除湖北地区以外袁邮政快递行业产能已
基本恢复正常遥随着湖北疫情形势好转袁湖北邮政快递
业复工复产也在积极稳妥推进袁 计划到 3月底服务能
力恢复到正常产能五成水平遥 渊源自叶经济日报曳冤

快递行业保障物资运输大显身手

美国约翰斯窑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袁 截至
北京时间 猿月 25日 11时 30分袁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
过 42万例袁达到 422915例遥 全球死亡病例达 18915例遥

数据显示袁除中国以外袁确诊病例过万的国家有意大利尧
美国尧西班牙尧德国尧伊朗和法国遥 疫情已波及全球 160多个
国家和地区遥

截至北京时间 25 日 11 时 30 分袁 美国确诊病例升至
55148例遥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格丽特窑哈里斯 24日对媒体
表示袁美国可能成为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下一个野震中冶遥此前袁
哈里斯在电话采访中表示袁全球新增长的病例 85%都来自欧
洲国家和美国袁其中 40%来自美国遥

截至当地时间 24日 18时袁意大利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升至 69176例袁累计死亡病例 6820例袁治愈病例 8326例遥
意总理孔特当天表示袁内阁已通过一项新法令袁对违反政府
野封城冶令者处以 400欧元至 3000欧元罚款遥 新法令还授权
各大区主席必要时有权在本区实施更严格管控措施遥 孔特
说袁野封城冶措施将实施到 4月 3日遥

法国卫生总署署长萨洛蒙 24日说袁 法国累计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升至 22300例袁死亡病例 1100例遥 萨洛蒙表示袁法
国疫情在野迅速恶化冶袁目前有 10176人在医院接受治疗遥 另
据法国官方公报网站 24日公布的一项新出台法律袁 即日起

法国进入野卫生紧急状态冶袁期限为两个月遥根据该法律袁为抗
击疫情袁政府可限制或禁止民众出行尧采取隔离措施尧限制集
会活动尧下令临时关闭企业和机构等遥

印度总理莫迪于当地时间 24日晚 8 点对全国发表讲
话袁宣布从 25日 0时起印度将实行 21天的彻底封锁遥 莫迪
表示袁希望民众能够与政府共同合作完成这 21天的宵禁袁否
则印度全国会因为疫情倒退 21年遥未来 21天的全国封锁对
印度的未来至关重要遥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 25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袁当
地时间 24日 0时至 25日 0时袁韩国新增 100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袁 其中 34例为海外输入病例袁 该国累计确诊病例为
9137例遥

中东多国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应对疫情蔓延遥埃及总理
马德布利宣布袁从 25日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为期 15天的
宵禁曰沙特国王萨勒曼此前颁布命令袁要求全国自 23日起实
施宵禁袁为期 21天曰叙利亚从 25日起在全国实施宵禁袁其间
停止所有商业活动曰 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 23日下令首都阿
尔及尔实行宵禁袁从晚 7时至次日早 9时袁当地居民无特殊
原因不得外出曰 巴林众议院 24日表决通过实施部分宵禁的
提案袁并将提交政府批准遥 该提案规定袁晚 6时至次日早 5
时袁除非工作需要袁禁止民众外出遥 渊源自中国新闻网冤

全球确诊病例超 42万例 美国或成下一个“震中”

近日袁意大利总理孔特在社交媒体直播中表示袁意大利
正面临二战后最严峻的危机遥 为遏制疫情进一步蔓延袁意大
利再收紧野封城冶措施袁延长野封国冶时间遥 除超市尧食品店尧药
房等居民生活必需以及邮政尧保险尧银行和公共交通继续运
营外袁全国停止非必要生产活动遥

同时袁 意大利几个主要大区继续升级隔离管控措施袁纷
纷出台更为严苛的地方防疫法令袁防控加码遥

比如袁在伦巴第大区袁禁止在公共场所聚集袁违者将处以
最高 5000欧元的罚款遥禁止户外运动袁关闭所有公共办公室
和非紧急的工地袁同时建议医院尧超市和药店的管理人员每
天监测员工和客人的体温遥 在皮埃蒙特大区袁公共场所禁止
两人以上的聚集袁每个家庭仅限一人进入超市遥

在威尼托大区袁周末和节假日关闭超市和食品店袁以遛
狗为名的外出被限制在住宅 200米范围内遥

在艾米利亚窑罗马涅大区袁周末关闭食品店和超市袁大区
内疫情最严重的里米尼省工厂悉数关停遥

意大利政府还表示袁 计划从 3月 23日周一开始为所有
大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提供个人防护袁并为所有意大利人提
供口罩遥目前袁已有百家意大利服装公司准备生产口罩袁首家
方舱医院也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遥

对于意大利不断升级的疫情防控措施袁中国驻意大利大
使李军华表示袁意大利对中国援意医疗专家组提出的改进意
见袁几乎照单全收尧悉数采纳袁随着这些措施逐步落实到位袁
相信情况会逐步好转遥 渊源自光明网冤

意大利采纳中国方案实施更严格疫情防控令

3月 24日袁中国北京袁北京市郊铁路 S2线专列袁能穿过漫天飞舞的花海浴北京居庸关长城脚下袁这辆野开往春天的列车冶
让人近距离穿越花海袁感受春天的魅力袁列车驶过袁一路穿过粉色花海袁美得仿佛置身在漫画之中遥 途径居庸关长城附近的十
里花海袁可以搭乘列车穿越花海袁春风无限好袁一路的繁华相送袁轨道两旁有粉色的山桃花尧樱花和白杏袁千枝万树连绵不断袁
形成层层叠叠的花海遥 春风吹开满树的花朵袁在春天里乘坐这趟列车袁来和春天约会一场遥

依法防控境外疫情输入
再出“硬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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