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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调控部门频频出手，释放哪些信号
国家统计局 9日发布数据，5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1.3%，保持总体稳定；全国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9.0%，涨
幅比上月扩大 2.2 个百分点。

同日，价格调控部门接连释放一系
列重要信息：召开会议全面部署重要民
生商品保供稳价、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
节机制、研究进一步加强大宗商品价格
监测预警和市场监管……频频出手背
后，释放了哪些信号？

信号一： 完善机制确保
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国家发展改革委当日发布的信息
显示，《关于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
控机制的意见》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已于近期
印发实施，这为拎稳“米袋子”“菜篮子”
吃下了“定心丸”。

粮油肉蛋菜果奶等重要民生商品
生产供应和价格稳定，事关人民群众基
本生活，关乎发展和安全。 特别是面临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级政府多措并举，
实现了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和价格的基
本稳定，更加凸显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但与此同时，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产

供储加销链条长、环节多、涉及范围广，
“小生产、大市场”特征突出，面对自然
灾害、市场风险、突发事件，价格容易大
起大落。如何从制度构建上确保重要民
生商品保供稳价，意义重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 9 日表示，已于近
日召开全国视频会议部署落实完善重
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将侧重从机
制上构建民生商品价格调控的“四梁八
柱”， 更好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
作用，以供应稳保障价格稳、以价格稳
促进供应稳，防止价格大起大落影响基
本民生。

信号二： 总结经验努力
熨平“猪周期”波动

猪肉价格在经历一轮高涨后，近期
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5
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23.8%，环比
下降 11.0%。

经历这一轮价格涨跌， 不少百姓
都对 “猪周期 ”这一专业词汇有了更
多了解 ，也对政府储备肉投放感受深
刻。 下一步，如何避免“肉贵伤民”“肉
贱伤农 ”， 成为各界迫切希望解决的
重要问题。

9 日，多部门联合印发的 《完善政

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 做好猪肉市场保
供稳价工作预案》对外公布。 预案围绕
促进监测预警、储备调节、政策协同，从
机制完善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安排。目
的就是将本轮政府猪肉储备调节中的
经验做法机制化、制度化，努力熨平“猪
周期”波动，有效调控市场异常影响，同
时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信号三： 铁拳出击遏制
大宗商品价格不合理上涨

同样是在 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
开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密切跟踪大宗商
品价格走势，切实做好价格预测预警工
作， 进一步了解相关市场主体经营情
况，摸排违法违规涨价线索，配合相关
部门进一步加强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
规范价格行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在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
制视频会议上， 积极做好大宗商品市
场调控工作， 强化市场监管也是议题
之一。

在近期多部门连续出手遏制大宗
商品价格不合理上涨之后，价格调控部
门进一步释放了持续跟踪调控大宗商
品价格的强有力信号。

今年以来，受国际传导等多重因素

影响， 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一
些品种价格连创新高。 数据显示，5 月
份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同比上涨
99.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
格上涨 38.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价格上涨 30.4%。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引起决策层和
监管部门的注意。 5 月 19 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指出， 保障大宗商品供
给，遏制其价格不合理上涨，努力防止
向居民消费价格传导。 随后，多部门联
合约谈了铁矿石、钢材、铜、铝等行业具
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重点企业，明确将
密切跟踪监测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坚决
依法严厉查处达成实施垄断协议、散播
虚假信息、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违法
行为。

记者了解到，为促进大宗商品市场
平稳运行，国务院有关部门将持续加强
市场供需双向调节，加强大宗商品期现
货市场联动监管，对投机炒作行为“零
容忍”，及时排查异常交易，严厉查处违
法违规行为，着力引导大宗商品价格向
供需基本面回归，为经济平稳运行营造
良好价格环境。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安蓓 邹多为

（新华社北京 6 月 9 日电）

5月 CPI同比上涨 1.3%
新华社北京 6 月 9 日电 （记者 魏

玉坤 邹多为） 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数
据 ，5 月份 ，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1.3%。

5 月份，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0.3%，
非食品价格上涨 1.6%；消费品价格上涨

1.6%， 服务价格上涨 0.9%； 城市上涨
1.4%，农村上涨 1.1%。 1至 5月平均，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0.4%。

5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
降 0.2%。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7%，非
食品价格上涨 0.2%； 消费品价格下降

0.4%， 服务价格上涨 0.2%； 城市下降
0.1%，农村下降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
莉娟表示，据测算，在 5 月份 1.3%的同
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
为 0.7 个百分点， 比上月扩大 0.6 个百

分点； 新涨价影响约为 0.6 个百分点，
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 扣除食品和
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 ，5 月份 ，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
比上涨 9.0%，环比上涨 1.6%；工业生产
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12.5%，环比上涨
1.9%。 1 至 5 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4.4%， 工业生产
者购进价格上涨 5.9%。

撕掉美式“规则论”的画皮
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美国政客打着

维护“多边主义”的幌子，反复鼓吹所谓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但这些所谓的
“规则”究竟是什么规则，他们主张的“国
际秩序”究竟是什么秩序，维护的“多边
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美方言语间常常
闪烁其词，遮遮掩掩。

其实， 人们只需将美方的言与行相
对照，美式“规则论”的荒谬不堪便看得
清清楚楚。

其谬之一， 推崇霸权至上、 美国例
外，肆意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美方唯
我独尊、破坏规则的斑斑劣迹不胜枚举：
在全球范围策动“颜色革命”，长期在拉
美、中东进行情报渗透、政权颠覆，多次

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导致伊拉克、阿富
汗、利比亚等国至今动荡难平，流离失所
者难以计数。

其谬之二，对规则合则捧之，不合则
弃之，公然违背契约精神。 一贯标榜“市
场经济”“公平竞争”，但需要维持霸权私
利时，就滥用国家安全等各种名义，不择
手段打压围堵，甚至设置“美国陷阱”，剥
夺企业人士人身自由。在伊核、应对气候
变化、军控等问题上，多次毁约“退群”，
一意孤行。

其谬之三，奉行“双标”，混淆是非，指
鹿为马，颠倒黑白。 美方长期以“人权灯
塔”自诩，但美国人民实则远未“免于歧视
和恐惧”，种族歧视痼疾难除，数十万美国

人在新冠疫情中病亡，生命权和健康权遭
到严重侵害；对外，美方以“人权”为幌子，
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包庇罪犯，为极端组
织“洗白”，翻云覆雨，煽动暴力。

其谬之四， 大搞 “有选择的多边主
义”，将多边主义圈子化、意识形态化。近
年来，美国政府推行所谓印太战略，胁迫
绑架盟友，炒作制造“战略敌人”，不遗余
力打造针对特定国家的利益同盟， 给世
界和平发展带来巨大安全隐患。

其谬之五，撒谎成性、欺骗成瘾，毫无
底线，令人不齿。 将“洗衣粉”说成“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资助非政府组织“白
头盔”摆拍视频以抹黑叙利亚政府，使用
假照片证明俄罗斯违反军控条约，捏造假

报告抹黑中国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
由此观之，美式“规则论”的真面目

昭然若揭。 其所谓的“规则”不是追求公
平合理的行为规范， 而是旨在维护美方
一己私利的工具；其所谓的“国际秩序”，
不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善意规划，而
是利于美国掌控他国命运、 垄断发展优
势的霸权；其所谓的“多边主义”，不是推
动全球各方团结合作， 而是唯美方马首
是瞻的利益圈子。 一位美国学者日前公
开指出：“美国应该诚实地承认， 自己就
是认可‘强权即公理’和‘赢者通吃’。 ”

认清美式“规则论”的荒谬，有利于
更加看清世界通往未来的正确道路。 国
际秩序应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
础，以联合国为核心。国际社会应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 世界的前途命运应由各
国共同掌握。

新华社记者 韩冰
（新华社北京 6 月 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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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一则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四项政府非税
收入将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消息，引来社会关注。 一时间，
“土地出让金取消”“土地市场和房价将被影响”等解读在网
络上被热议。

此次征收划转用意何在？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多位
专家和业内人士。

深化非税收入征管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举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日前联合发布
的通知明确，将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
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实际上，此举主要是为了落实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
革方案，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项举措。 ”上海财经
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说。

2018 年，中办、国办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
案》。 “划转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正是方案的
主要内容之一。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正是按照这
一路径不断改革。 自 2019 年以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基金、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多项非税收入已划转至税务部门
征收；北京、上海等多地企业职工各项社会保险费也已交
由税务部门征收。 在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
析师罗志恒看来，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后，征管效
率有望进一步提高，资金透明度、规范性也将进一步提高，
有利于提高财政资源的统筹能力。

“近年来，税收征管制度不断得到优化，税收征管的信
息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 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税收收入和
非税收入是大势所趋，此次划转顺应了这一趋势。 ”中国社
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说。他表示，税务部门在
征税的同时征收政府非税收入，有利于发挥征税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政府非税收
入的征管效率，助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根据通知，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工作将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在河北、内蒙古等 7 地开展试点，2022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 “采取
先试点后全面实施做法，可更好解决划转中或将遇到的一些问题，以积累经验、顺利
推进。 ”杨志勇说。

征收范围、使用、管理等均不变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我国财政“四本账”之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的重要组成部分，收入全部缴入地方国库，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统计显示，2020 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 84142 亿元，同比增长 15.9%。

今年前 4 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1383 亿元，同比增长 35%。
“此次调整的是征收机构，而非土地出让收入的归属权，与社保改由税务征收是

一个逻辑。 ”罗志恒表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仍属于地方收入，全额纳入地方
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支出仍通过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实际上，此次发布通知的第八条已经明确：“除本通知规定外，四项政府非税收
入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分成、使用、管理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杨志勇说，此次发布的通知并不涉及预算改革，也不涉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的调整。

根据规定，我国土地出让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与公共预算分开核算、
分账管理、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农等。去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
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明确，稳步提高土地出
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

征收划转将影响房地产市场？
部分自媒体解读认为，税务部门征管土地出让金，将会对土地市场以及房价产

生影响。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这一分析并不准确。
“有人将此次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在内的四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

征收与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举措联系起来，肯定存在偏颇之处。 ”杨志勇说。
“这一次土地出让金只是征管部门的改变，其他政策不变，短期内对土地市场和

房价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说。
在罗志恒看来，房地产市场运行主要取决于土地供应量、货币金融条件和市场

需求三大要素，而土地出让收入改由税务征收并不会根本上改变土地供给数量。
“从长远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都要求地方政府摆脱对土地

财政的依赖。 ”罗志恒说，土地出让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应进一步加快财税
体制改革，构建稳定的地方税体系。

关于供地与住房这一公众关心的议题，今年已另有改革部署密集推进。
“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利用集体建设

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已明确“路线图”。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通过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进一步细化土地征收
程序，设立征收土地预公告制度，规范征收补偿，规定有关费用未足额到位的不得批
准征收土地等。 今年，各地探索控地价、限房价、竞品质的稳地价措施。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相关改革推进下，土地供应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
赁住房用地计划， 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
房，国有和民营企业都要发挥功能作用等，都值得关注和期待。

新华社记者 申铖 王立彬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9 日电）

�� 66月 99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长
征二号 FF 遥十二运载火箭组合体转运至
发射区。。 目前，， 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
好，， 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
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新华社发

““神舟十二号””组合体
转运至发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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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支持安理会推荐古特雷斯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据新华社联合国 6 月 8 日电 联合

国安理会成员 8 日以鼓掌方式一致通过
决议， 决定向联合国大会推荐古特雷斯
连任联合国秘书长，任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安理会

通过上述决议后表示， 中方支持古特雷
斯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赞赏古特雷斯就

任以来在领导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促进可持续发展、推动抗疫国际合作
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根据《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联合

国大会近日将通过决议， 正式批准古特
雷斯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 1949 年 4 月出生于葡萄
牙首都里斯本， 曾先后担任葡萄牙总理
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2016 年，
古特雷斯当选联合国第九任秘书长，任
期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国家卫健委 6 月 9 日通报，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 8 亿剂次。 图为 6 月 9 日在武
汉江夏方舱医院，市民在接种新冠疫苗前进行信息录入。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 88亿剂次

■ 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后，征管
效率有望进一步提高，资金透明度、规范
性也将进一步提高

■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仍属于地

方收入，全额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支出仍通过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 这一次土地出让金只是征管部门的

改变，其他政策不变，短期内对土地市场
和房价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新华国际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