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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栀梓

修改后的增值税和营业税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从11月1日起施行。 此细则将销售货
物的增值税起征点幅度调整为月销售额
5000至2万元，营业税起征点提高到月营业
额5000至2万元。 （11月1日《新京报》）

此次大幅度提高两税起征点，标志着
我国结构性减税迈出了坚实一步，将给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从事交通运输及服务

业的个体户，广大消费者及城乡居民就业
带来较大利好。

首先是有利于缓解税负“焦虑感”。当前
我国纳税人，尤其是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经
济承受能力较弱的小微型企业及广大个体
工商业户，普遍存在着税负“焦虑感”。 每每
看到税收大幅增收的信息时， 他们往往会
产生一种心理失衡，觉得自己的税负太重，
会对税收产生抵触情绪。 提高两税起征点
后，将较大幅度降低这一群体的税负，缓解

其税负“焦虑感”，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
有利于日常用品价格趋稳。 增值税和

营业税都是易于向广大消费者转嫁的间接
税，纳税人的税负过重，一旦超越其承受能
力后，经营者就会将负担向消费者转嫁，进
而推高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 弱化普通居
民的消费能力，加剧民生艰难，也不利于扩
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这次大幅
上调两税起征点， 有利于物价尤其是日常
用品价格趋于稳定，既利民又利国。

有利于扩大就业 。 有关统计数据显
示 ，我国中小企业有1000多万户 ，个体工
商户有3000多万户。 两税减负将激发其生
产经营热情，对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也有
激励作用，这样就会刺激其用人需求。 正
如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日前在广州演讲
时所说：“每个个体老板找一两个亲戚帮
忙，解决了几千万人的就业。 就业增加了，
生意好了，国家的税收又回来了。 减税是
今天的效应，明后天税收就增加了。 ”

在服务民生中实现双赢
●实践者说
李双文

管理和服务，是企业生存、发展永恒的主题。
近年来， 临武县供排水公司靠创新管理， 提升服务质

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均衡发展。 8年前，企业
收益仅320万元，负债却过千万元，濒临破产改制；如今，企
业的年创收已达1500万元、固定资产超过6000万元。

管理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石。 8年前，我上任后的第一
件事便是改内部机制，将12个部门整合成6个。 实行新的目
标管理考核办法后，既优化了人员配置，实现了资源共享，
又彻底解决了“多头管水，职能交叉，有利则上，无利则让”
的难题。 制度实施当年，人还是那些人，但企业的效益就明
显改观，增收近百万元。

用制度管人，是最好、最佳的管理模式，也是降低管理
成本的最好办法。 公司一方面建立完善了以岗位工资制为
基础的分配制度，加强岗位工资制的后续管理措施；另一方
面，根据公司工作岗位的实际情况，建立多种形式的分配方
式，如在安装公司实施计件工资制等，让干事认真积极的职
工多得，改变大家以往在分配上的思维定势，调动职工的工
作积极性。

一滴水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 供排水是服务型企业，也是
窗口单位，服务质量的高低，自然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壮大。 人
口仅5万多的临武县城，8000多个自来水用户，90%以上的供水
是居民生活用水。 从供水到收费， 事情都非常琐碎也十分具
体，稍有不周到之处，影响的就是百姓日常生活。 从2008年下
半年起，公司投资2000多万元，实施旧城区管网改造升级，老
城区的供水状况得到了根本性改善，居民不再为用水发愁。

设身处地站在用户的角度考虑，是提高服务水准的基本
出发点。 我们充分发挥供排水一体化的管理优势，设立了水
务服务中心，开通了24小时服务热线，成立了检修应急小分
队，配备了专用车辆。 城区任何一个用户出现用水问题，都能
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维修。 平时，除非出现伤及到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的漏水事故外，一般的漏水事故，公司宁愿漏水也不
停水维修。 白天是居民用水高峰，公司坚决不允许停水维修，
实行晚上零点以后维修作业，这是公司的基本制度。

（作者系临武县政协副主席、县供排水公司总经理）

●记者亲历
本报记者 禹振华 通讯员 卢小平 黄程文

时间：10月31日9时
地点：临武县舜华鸭业公司
舜华鸭业公司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了这么一件事： 去年

临武舜华鸭业公司与几千家的养鸭户签订了收购合同，按
合同2010年6月份就必须集中收购宰杀，可当时通往舜华鸭
业公司的总水管口径过小，无法满足生产用水。为此临武县
供排水公司投资180多万元， 加班加点抢在2010年6月份前
新建了一条直径600毫米的供水总管道通向开发区和鸭业
公司，保证了临武舜华鸭业与广大养鸭户合同的照常执行。

时间：10月31日11时
地点：临武县供排水公司财务室
公司自愿分流的职工李某来到公司核算其分流工资和

各项保险费用，经过财务人员的耐心解释之后，李某疑惑冰
释而离开。 2003年以前，临武县供排水公司有50多名职工下
岗，每月只发放200元补贴工资。公司新一任班子成立后，采
取提高待遇，鼓励职工自愿分流的措施，分流人员的待遇由
每月200元提高到500元。 2004年、2005年自愿分流职工90余
人，极大减轻了企业负担，稳定了公司职工的情绪。

■实践论·创新社会管理基层行上调两税起征点利国利民

10月29日， 河南汝南县梁祝派出所所
长王银鹏，酒后驾驶警车撞死5人撞伤3人
的案件，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 肇事前
王吃饭的饭店称 ，王当时是陪 “来检查工
作的领导”喝酒。

———醉酒“有因”，酒驾也有因？！
（河南 陈冠蒲）

青岛市民王先生买了一桶荷兰进口
奶粉美素 ，开封后发现一条活虫 ，经销商
要求证明虫子是荷兰籍的才会赔偿。

———“虫子”或许有“国籍”，但质量绝
无“国籍”。 （云南 周乐年）

广西防城港市洗猪河收费站所处的
道路是条烂泥路，从2010年至今仍未竣工
却一直在收费。 面对质疑，该收费站的工
作人员表示收取的是防城港市的 “进城
费”。

———路没修好 ，就开始收费 ，显然是
权力在姑息纵容。 （湖南 王光梅）

天津市滨海新区洞庭路塘沽交警支
队大院里停的一辆宝马MINI警车，面对舆
论质疑 ，该交警大队声称 ，这是宝马公司
提供的试驾车。

———真新鲜！ 交警还义务测试车辆。
（北京 潘宏彬）

“校(院)学生会干部优先，拒
绝富二代。 ”前日，在武汉科技大
学城市学院校园招聘会上， 湖北
省邮政报刊发行局宏基文化传播
公司招聘公告中， 将 “拒绝富二
代”列入条件，引发求职大学生的
议论。

负责公司招聘的负责人解
释：“这句话是我们员工强烈要求
加上去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
现部分富二代，存在一些不足，比
如自身缺乏锻炼、养尊处优、不能
吃苦耐劳。 而且近观网上富二代
的言行，一些人太过骄横，很难让
人对他们产生好感。 ”

企业这种做法， 是一种典型
的社会排斥，太过于极端片面。企
业虽然在用人上具有自主权，可
以定出自己的用人标准， 但站在
整个社会的角度而言， 拒绝富二
代同样是一种就业歧视。 退一步
说， 即便是部分富二代有着这样
那样的问题， 但这一群体同样享
有平等的就业权利。

冰峰 文 李宏宇 画

■新闻漫画■一句话评论

沈德良

如同当年 “逃离北上广 ”一样 ，如今
“逃回北上广” 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
现象。 “逃离”与“逃回”，虽一字之差，但更
多的是一种心态的嬗变，一种向现实折服
的无奈。

浅尝辄止 ，来回折腾 ，绝非这一群体
的初衷。 突然想到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
《生死线》 中， 沽宁首富高三宝说的一句
话：“不能说去了，应该说‘去去就回’”。

高会长说的“去去就回”，寄予的是一
种祈祷———抗日杀敌后的全身而返；但安
放在“逃回北上广”的群体身上，则是失落
后的无奈。

趋利避害 ，是人的本能 ，谁不向往好

的生活环境？ 当初捶胸顿足，横下心来，舍
弃繁华大都市五光十色的诱惑，为的是寻
找安放青春的舞台。 “梁园虽好，非久恋之
家也。 ”这群迫于一线城市高房价、高压力
的非原住民，将希望与未来的砝码移向了
舒适惬意的中小城市。

从“逃离”到“逃回 ”，表面上看 ，这样
的“折返跑”颇具戏剧性，其深层次原因却
更加值得深思。 或许，历经一番从揣怀希
望的 “离开 ”，到直面现实后的 “逃回 ”的
“折腾”后，年轻人或许会多一点成熟 、稳
重，但那些曾经令他们望而却步的现实问

题依然存在， 大城市的房价依然很高、生
活成本依然很大。

逃回北上广，固然凸显了现代人的生存
焦虑，以及年轻人无法安放青春的困惑。 刚
狠下心回到二三线城市、回到老家，又卷起
铺盖逃回北上广，真验证了“人生处处是围
城”的论断。小地方往往更讲等级关系、人情
关系，而大城市往往更加开放、相对公平。巨
大的环境落差很快就会导致心理落差。权衡
利弊之后，不甘“沉沦”的年轻人，又硬着头
皮折回当年曾经厌倦的大城市。

从“熟人社会”回归到“陌生人社会”，

从社会进化上说，无疑是一种进步。 不管
我们起初感觉别扭 ，甚至不适 ，但它毕竟
是用公平、均等原则主导。 在这里，不需要
“拼爹”，不需要人际关系，不需要潜规则，
更多的是靠本事、凭能力证明自己。

这是一场社会试验，尽管它是众多人
的无功而返作为代价，透过这场不经意的
试验，给了众多二三线城市留下了更多的
警觉。 发展的不平衡，让它们与“北上广”
之类的大都市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这种鸿
沟并不仅仅体现于财富的多寡，更多的是
浸淫于社会运行机制的诸多弊端。

作为最重要的竞争资源， 留住人才，
就是留住地方发展的后劲。 更多的二三线
城市应当从“逃回北上广 ”的悲情试验中
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

逃离北上广，“去去就回”

拒
绝
富
二
代
，同
样
是
歧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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