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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眼

每日点评

昨日两市小幅高开，全天保持放量上

行，在房地产、银行、钢铁、煤炭、水泥等板

块的带动下，沪指一举突破3325点。

截至收盘：沪指涨1.24%，报3349.05
点；深指涨 1.25%，报 11178.05 点；创业

板指数涨0.97%，报1769.67点。

板块方面，草甘膦、钢铁、煤炭开采、

钛白粉等板块涨幅居前，高送转、机场航

运、细胞免疫治疗等板块领跌。

化肥板块领涨两市：鲁北化工、华鲁

恒升涨停，鲁西化工、六国化工、阳煤化

工、云天化、史丹利、新洋丰涨逾5%。房

地产板块大幅上涨：金地集团、中交地

产、阳光城、泰禾集团、金地集团涨停。

分析认为，大盘自 3450点以来的调

整，从空间上到年线位置 200 点左右的

幅度基本到位，从周期上看，8月份的上

行持续了3个月，本轮调整不超过2个月

都是可以接受的。随着市场的持续缩量，

流动性不足成为中小市值个股的最大担

忧。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央行决定

建立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有望释放超万

亿流动性，2018年行情在金融地产、上证

50、中字头、供给侧改革等权重股带动下

实现开门红，市场有望逐步转强。操作

上，建议关注底部放量的绩优股。

沪指全天放量
上行涨1.24%
资源股大涨

进入 2018 年，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税制改
革无疑将加快步伐，更多相关部署将落地生效。

那么，哪些税改与你息息相关？

展望2018年

这些重大税改政策牵动你的“钱包”

2018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税法》正式施行，我国将迎来一
个新的税种——环境保护税，征收排污
费成为历史。

环保税向谁开征？环保税法明确：
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境保护税的
纳税人。

环保税怎么收？根据污染物排放浓
度实行差别化征税，即多排放多缴税。

“环保税的到来，意味着我国在完善
绿色税收体系上走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强化了税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中
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

环保税缴到哪里？全部作为地方收
入。据悉，目前，多地结合实际已为开征
环保税确定了适用税额，做好开征保障，
相关企业也加大了环保投入。这个税种
增加的环保资金，将用于让地方政府更
好地治理污染。

包括银行、信托公司、公募基金管理
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
……对资管产品管理人来说，今年开始
要考虑增值税的事儿了。

从 2018年 1月 1日开始，资管产品
管理人要对资管产品运营业务的收益按
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
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对资管产品管理
人征税，并不一定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收
益，但对金融收益及金融市场稳定会起
到调节作用。站在金融机构的角度，今
后，金融产品的创设及定价需更为综合
考虑税收成本因素。

“购置税七五折倒计时还有 ××
天”……2017 年末，不少汽车经销商用
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作为卖点，吸引顾
客抓住这一波税收利好购车。

自2018年1月1日起，对购置1.6升
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由 2017 年减按
7.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恢复至按
10％的法定税率征收。

不过，自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31日，国家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继
续免征车辆购置税。

“取消折扣主要出于环境保护考
虑。”李旭红说，2018年，车购税的政策
调整由原有的普惠性优惠，转为新能源
的专项税收优惠。政策更具针对性，预
期会产生良好的环保效应。

2018年，我国部分消费品和原材料
迎来关税大调整，调整后税则税目总数
为8549个。

自2017年12月1日起，降低部分消费
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17.3％降至
7.7％。涵盖食品、保健品、药品、日化用品、
衣着鞋帽、家用设备、文化娱乐、日杂百货等
各类消费品，共涉及187个8位税号商品。

此外，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
钢材、绿泥石等产品出口关税，并适当
降低三元复合肥、磷灰石、煤焦油、木
片、硅铬铁、钢坯等产品出口关税……

李旭红说，一系列关税调整举措，充
分体现中国坚定不移推行国际贸易自由
化的决心，反映了我国与全球合作共赢
的态度和自信。

从 2017年 12月 1日起，在北京、天
津、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四川、宁
夏、陕西等 9省区市开征水资源税，这
是继 2016 年 7 月 1 日河北省率先试点
后，我国资源税改革再迈关键一步。

“此次水资源税改革扩大范围，一
个重要原则是税费平移，总体不增加企
业和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用水负担。”财
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说。

依据不同取用水性质实行差别税
额，地下水税额高于地表水，对特种行
业从高征税，对限额内农业生产取用水
免税……

“水资源关乎国计民生、生态安
全。”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司
长蔡自力说，2016年新纳入试点9省区
市水资源费共计收入 133亿元，征收水
资源税收入意义并不大，但生态意
义、绿色意义很大，以税收调节作用
助推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2017年 12月 27日，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烟
叶税法和船舶吨税法，将于2018年7月
1日起施行。

从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这两部税
法表明我国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方面
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也意味着 2018 年
我国税收法定进程将全力加速。

“将税收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是一
种新的尝试，对今后解决税收暂行条例
上升为法律提供借鉴和参考。”北京大
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说，税收法定的提
速，是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举措。

谈到下一步如何深化税收制度改
革，财政部部长肖捷在刚刚闭幕的全国
财政工作会上表示，要围绕优化税制结
构，加强总体设计和配套实施，推进所
得类和货物劳务类税收制度改革，加快
健全地方税体系，提升税收立法层次，
完善税收法律制度框架，形成税法统
一、税负公平、调节有度的税收制度体
系。 （据新华网）

环保税：
从1月1日开始企业事业单位等污染环境要缴税

水资源税：
征收试点范围新增北京等9地

增值税：
金融投资者今年开始要考虑税收成本

车辆购置税：
汽车购置税恢复至10％，新能源汽车继续免

关税：
部分进口食品、保健品、药品等消费品税率大幅下降

地方税：
加快完善税收法律制度框架

网易财经 Wind 统计显示，截至
2017年12月31日，全国已发公募产品的
基金管理公司达 122 家，管理基金数量
4693只，管理规模总计 11.63万亿，规模
较年初增加2.46万亿。其中非货币基金
资产规模总计 4.49 万亿，较年初减少
2092亿。

按各基金公司管理非货币基金资产
统计，易方达基金以 2704亿元荣获规模
榜第一，嘉实增长 202 亿元、华夏增长
170亿元，分列第二、三名。

2017年基金公司规模排行榜：
易方达以2704亿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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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白内障？
白内障是人眼中原来透亮的折射光

线的小透镜——晶状体，因为老化或其他
原因而混浊/不再透亮，从而使眼睛无法看
清周围物体的眼病。

发病原因
年龄增加的老化因素，糖尿病等疾病

导致的代谢异常，外伤，合并其他疾病，使
用某些药物，以及先天遗传等。

白内障有哪些症状？
1、看东西模糊不清、视力下降。
2、夜间视力下降、视物图像褪色或泛黄。
3、看灯时发现灯周围出现一圈光晕。
4、单眼或者双眼将一个物体看出两个。
5、看东西发现变形。
6、视物发现颜色改变。
7、视野缺损。
哪些人容易患白内障？
1、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2、白内障家族史。
3、吸烟、饮酒。

4、常处于脱水状态。
5、长时间使用激素（糖皮质激素）或

其他药物，如麦角碱/缩瞳剂等。
6、长时间烈日下工作或有接触辐射，

如X射线、紫外线等。
7、患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心脏病。
8、高度近视。
注意：有上述情况的人，患白内障的

可能性更大，但并非绝对。
如何预防白内障？
1、戒烟。
2、均衡健康饮食。
3、定期检查眼睛。
4、控制好血压与血糖，通过戴太阳镜及

大檐帽来减少紫外线暴露，从而避免外伤。
5、如果不是必须，尽可能避免使用激

素类滴眼液，同时也要谨慎使用与白内障
恶化有关的药物，如补骨脂素、抗精神病
药物氯丙嗪及一些青光眼用药。

关于白内障的四个误区
误区一：老年人才会得白内障

白内障指眼睛里起到“镜头”作用的
晶状体发生了混浊，与年龄增长有密切关
系的白内障最常见。但白内障还有多种
类型，如先天性、外伤性、并发性等。

误区二：点眼药水能治白内障
对已接近成熟期的白内障患者来说，

手术治疗是目前全球公认的唯一安全有
效治疗白内障的方法。白内障手术一般
先用显微镜器械在晶体囊膜上开个口，通
过超声乳化将晶状体打碎吸出，然后植入
人工晶体。

注意：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种
药物被证实能有效阻止或逆转白内障的
形成。与其依赖各种眼药水或者药品，不
如定期到医院就诊。

误区三：白内障要“熟了”才能做手术？
当白内障发展到影响生活质量时，就

要考虑手术治疗。不要等白内障“过熟
了”或合并其他眼部疾病发展到比较严重
的过程，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即使做了
手术，也很难恢复满意实力。

误区四：白内障术后一定能看清楚？
对大部分患者来说，手术能使视力得

到较快、较明显改善，可看得更清楚，颜色
更鲜艳。半数患者术后可看报纸，2/3术后
可看电视。但鉴于临床白内障人工晶体
选择的个体化及手术操作水平，视力恢复
的程度会多少有差异。

保护眼睛，记得这样做
1、外出要戴太阳镜，帮助眼睛躲太阳。
2、边看资料边打字时，让电脑屏幕比

眼睛低，并把资料竖在电脑旁，从而不让
眼睛来回换焦距。

3、眨眼次数少会使得泪膜分泌不足，
让人们产生眼睛干燥酸涩的感觉，所以每
天尽量做到眨眼300下。

4、间隔45分钟往远看。 （曹雪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