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11月10日，工业企业退税8313亿元，小

微企业退税9178亿元，高技术行业和高新技术企

业退税4056亿元……

11 月 16 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兼收入规划核算司

司长蔡自力表示，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是今年

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重头戏。从规模上

看，退税额超过前 3年总和。截至 11月 10日，留

抵退税合计已达23097亿元。

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创新创业的主

阵地，国家高新区集聚了 35.9%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36.2%的高新技术企业。留抵退税更是政策

“及时雨”，浇灌企业茁壮成长，也盘活了国家高

新区高质量发展的一池春水。

一揽子政策为企业减负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多

重超预期因素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强化宏观政

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及时果断实施大规模增

值税留抵退税等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制造

业中小微企业延续缓缴税费等稳经济一揽子政

策及接续措施。

“宏观政策既有力有效又合理适度，推动我

国经济恢复向好。”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

表示，从年初出台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到5
月份将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扩围到批发和零

售业等 7个行业、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车辆购

置税，再到 8月份以来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

续缓缴部分税费、支持企业创新阶段性减税等税

费支持政策，步步扩围、次次加力，体现了党中

央、国务院让亿万市场主体过上好日子的魄力与

决心。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11月10日，全国税务系

统合计办理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3.7
万亿元。其中：已退到纳税人账户的增值税留抵

退税款达 23097亿元，超过去年全年退税规模的

3.5倍；新增减税降费7896亿元；累计办理缓税缓

费6797亿元。

“从政策效应看，留抵退税是‘真金白银’，发

挥了为企业‘输血’‘活血’的积极作用。”蔡自力

表示，分行业看，制造业退税 6176 亿元，占比

26.7%，是受益最明显的行业；科技服务业、软件

信息服务业和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业退税 1196亿

元，占比5.2%。

“分企业规模看，小微企业是受益主体。”蔡

自力说，今年以来，已获得留抵退税的纳税人中，

小微企业户数占比93.1%，共享受退税9178亿元，金

额占比39.7%；中型企业退税5104亿元，大型企业退

税8815亿元，金额占比分别为22.1%、38.2%。

国家高新区创新活力四射

作为我国创新创业的主阵地，国家高新区企

业主体保持较强活力。1-7 月份，国家高新区

新增企业法人市场主体 55.2 万家；入库科技

型中小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为

9.1 万家、4.4 万家。这些企业正在享受着留抵

退税等一揽子税费政策的红利，科技创新活

力四射。

在绵阳高新区，四川长虹杰创锂电科技

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沈云岸开心地向税务部

门报喜，“8000 多万元留抵退税款已到账，真

的太谢谢你们了，感谢国家的好政策！”

四川长虹杰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注高倍率锂电池研发、生产及销售的新能源

科技公司，2021年10月建成了4条高倍率锂电池

生产线并迅速满产，增加年产能2.6亿只，年销售

收入超 20亿元。由于项目初建时投入了大量资

金，现在企业运营资金压力一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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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

商领导人峰会上书面演讲，

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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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伟） 以“开放合作·共

享未来”为主题的 2022 中关村论坛定于 11 月

25-30日在北京举行。11月 25日晚，将举行论

坛开幕式；11 月 26 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其

中，开幕式将邀请国家领导人、外国政要、国际

科技组织负责人、驻华使节和企业代表出席，

并在 14个国家设立 22个海外分会场。这是记

者 11 月 18 日从 2022 中关村论坛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的。

本届论坛由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

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

科协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

论坛主会场设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同时

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等地

举办共 126 场相关活动。各主办单位共同策

划了平行论坛、展览展示、技术交易、成果发

布、前沿大赛、配套活动等 6大板块。

在平行论坛方面，共举办平行论坛 60 场，

论坛数量是去年的 2.4 倍。围绕工程创新、开

源芯片、脑机接口、能源安全、碳中和等科技前

沿和热点议题，来自全球的科学家、企业家、投

资人将充分碰撞智慧、交流思想、共商合作。

在展览展示方面，将设立前沿科技与未来

产业展，重点展示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

脑科学等领域的前沿创新成果，第二次青藏科

考、院士创新成果等特色展区精彩亮相，并设

置云上展览。综合考虑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与中关村论坛融合举办的中国北京国际科

技产业博览会今年暂停举办。

在技术交易方面，将举办中关村国际技术

交易大会。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余家机

构参会，3000 余项高科技成果、创新项目寻求

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开放、活跃、高效的国际技

术交易生态圈。

在成果发布方面，将发布28项重磅成果。

一批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和权威研究报告，中

关村先行先试改革措施实施成效、国际科技合作

计划等将在论坛重磅发布，还将签约一批国际科

技合作项目，推出一批示范应用场景。

本届论坛继续举办 2022 中关村国际前沿

科技创新大赛，来自全球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

2500 余个拥有前沿技术的初创企业和创新团

队将参赛。

论坛期间，还将举办科技服务创新发展专

场会、新型实体企业论坛、科学家硬科普演讲等一

系列配套活动。主会期外，还将打造永不落幕的

中关村论坛，今年以来常态化活动实现“月月有活

动，季季有亮点”。

据悉，中关村论坛创办于 2007 年。经过

多年发展，已于 2021 年正式成为面向全球科

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聚焦国际化、

专业化、品牌化，本届论坛将全面推动国际科技

合作交流再上新台阶。截至目前，已吸引来自全

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和企业参加论坛各

板块活动。其中，包括15位诺奖级科学家在内的

110余位顶尖专家将发表高水平主旨演讲，共

同探索科技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习近平抵达巴厘岛出席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

峰会。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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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文章《在二十

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

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

习近平抵达曼谷出席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

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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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抵退税为高新区企业“输血”“活血”
▶ 本报记者 李争粉

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大规模
采用煤炭制氢国家

科技日报讯 （记者 何亮） 当地时间 11月 16
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现场，中国角举办了一

场名为“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新进展”的

边会。会上，《中国耦合CCUS制氢机遇（报告）》正

式对外发布。

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氢产量约为 3300 万吨，

约占全球产量的 30%，中国约有三分之二的氢产自

煤制氢工厂，制氢业共排放 3.6亿吨二氧化碳，中国

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大规模采用煤炭制取氢气的国

家。

报告指出，要使氢气为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作

出贡献，将制氢过程转向低排放至关重要。中国的

能源资源禀赋是“富煤、缺油、少气”，在煤炭资源丰

富、二氧化碳封存条件较好、可再生能源有限的地

区，耦合CCUS的煤制氢技术将是一种低成本制取

低排放氢的选择，同时可带动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

基础设施建设。

报告提到，根据中国氢能联盟预测，到 2030年，

中国氢能需求将增至 3700万吨，2060年需求将超过

9000万吨。而且，中国的很多煤制氢工厂将在近期

建成，加装CCUS将对这些工厂的减排具有关键作

用。

报告指出，捕集二氧化碳和氢气是未来合成燃

料的关键原料。尽管目前生产成本较高，但合成燃

料是长途运输特别是航空业为数不多的减排方案之

一。此外，中国捕集二氧化碳也可以用于提高石油

采收率、生产化学品和建筑材料。需要注意的是，在

某些用途中，二氧化碳可能会被重新释放到大气中

（包括合成燃料燃烧排放），因此需要通过严谨核算

来确定减排量。

据了解，该报告由国际能源署与中国 21世纪议

程管理中心、国家能源集团、北京理工大学合作编

写。报告还探讨了中国目前氢能和 CCUS 发展现

状，并分析了到 2060年中国经济产业各部门对于氢

气需求的潜在演变过程。

2022中关村论坛于 11月 25-30日在京举办

习近平向“杂交水稻援外

与世界粮食安全”国际论

坛发表书面致辞。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年

突击队”队员，在推动航空

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

登，在促进航空工业高质

量发展上积极作为。

我国科学家从“玉米的祖先”中成功找回遗传丢

失的高蛋白基因。11月17日，《自然》杂志发表了中

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巫永睿研究团

队与上海师范大学王文琴研究团队合作的研究成

果。研究人员经过10年努力，从野生玉米中克隆了

控制玉米高蛋白品质形成和氮素高效利用的关键变

异基因THP9，并将其导入玉米自交系，使玉米蛋白

含量大幅提高。图为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

创新中心研究员巫永睿（右）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

文琴夫妇在实验室观察讨论玉米实验秧苗。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11月16日，一列高速铁路综合检测车对雅万高铁德卡鲁尔车站至4号梁场间线路进行了全面检测，获取的各项指标参数表现良好。这标志着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合作建设的雅万高铁首次试验运行取得了圆满成功。图为在印度尼西亚万隆，雅万高铁建设者和当地民众观看高速铁路综合

检测车行驶在雅万高铁试验段。 新华社发 李培养/摄

开放合作 共享未来

北交所成中小企业

重要融资平台

看“揭榜挂帅”北京模式

科技成果中试工程化

迫在眉睫

虚拟现实产业

正迈入战略窗口期

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车

进程加快

聚力创新

海上风电向深远海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