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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28 日电
（记者 申铖）财政部 28 日发布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182895 亿元，同比

下降3.9%。

其中，2020 年，中央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82771亿元，同比下

降 7.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

级收入 100124 亿元，同比下降

0.9%。全国税收收入154310亿

元，同比下降 2.3%；非税收入

28585亿元，同比下降11.7%。

“2020 年一至四季度，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分别

为-14.3%、-7.4%、4.7%、5.5%，

呈现一季度收入大幅下降后二

季度触底回升、三季度由负转

正、四季度持续向好的态势。”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来看，

2020 年，国内增值税 56791 亿

元，同比下降8.9%；国内消费税

12028 亿元，同比下降 4.3%；企

业所得税36424亿元，同比下降

2.4%；个人所得税 11568 亿元，

同比增长11.4%；进口货物增值

税、消费税 14535 亿元，同比下

降 8.1%；关税 2564 亿元，同比

下降11.2%。

财政支出方面，2020 年，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5588亿

元，同比增长2.8%。其中，中央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35096

亿元，同比下降0.1%；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210492 亿元，同

比增长3.3%。

从 主 要 支 出 科 目 来 看 ，

2020 年，教育支出 36337 亿元，

同比增长 4.4%；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 32581 亿元，同比增长

10.9%；卫生健康支出 19201 亿

元，同比增长 15.2%；农林水支

出 23904 亿元，同比增长 4.4%；

交通运输支出12195亿元，同比

增长3.2%。

“在坚决落实政府过紧日子

要求的同时，疫情防控、脱贫攻

坚、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

得到有力保障。”这位负责人说。

此外，数据显示，2020 年，

全 国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93489 亿元，同比增长 10.6%；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17999亿

元，同比增长 28.8%。全国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778 亿元，

同比增长 20.3%;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 2544 亿元，同比增长

10.8%。

2020年全国财政收入
同比下降3.9%

新华社大连 1 月 28 日电
（蔡拥军 张博群）大连市卫生
健康委28日发布消息，当日，大
连本次疫情最后 1 例确诊病例
出院。至此，大连本次疫情累
计报告的 51 例确诊病例和 32
例无症状感染者，共计 83 人全
部出院，实现“清零”。

出院的确诊病例均已连续

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经
联合专家组会诊符合出院标准，
将继续在定点医院进行14天隔
离医学观察；出院的无症状感染
者均已连续两次核酸检测结果
呈阴性，经联合专家组会诊符合
出院标准，解除隔离出院，出院
后将继续在隔离医学观察场所
进行14天的医学观察。

大连本土确诊病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清零”

·聚焦疫情防控·

新华社长春1月28日电（记
者 高楠 赵丹丹）记者从28日上午
召开的通化市疫情防控第15场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7日24
时，当地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累计
采 集 390210 人 ，已 完 成 检 测
385355人，其中20例结果呈阳性
（26日检出10例，27日检出10例）。

通化市副市长蒋海燕介绍，

当地继续开展流调排查、隔离管
控。截至 27日 24时，累计排查
密接者 2860 人、次密接者 3807
人。全部集中隔离管控。

27 日 0 至 24 时，通化市新
增新冠病毒感染者 13 例，全市
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感染者 292
例，其中确诊病例 211 例、无症
状感染者81例。

通化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已检出20例阳性结果

1 月 28 日，乘客在重庆北站乘车。春运从当天开始，至 3 月 8 日结束，共 40 天。新华社发1月28日，旅客在西安站站前广场等候进站。新华社发

1 月 28 日，2021 年春运大幕开
启。今年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第一
个春运，回家路安全顺畅吗？如何确
保“疫情不因春运扩散”？交通运输
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当日在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进行了回应。

提倡“减”字 突出“防”字

据最新统计，今年春运期间预计
累计发送旅客 11.52 亿人次左右，比
2019 年下降六成多、比 2020 年下降
两成多。虽然春运客流量少了，但人
员流动较大，增加疫情传播风险。

吴春耕表示，下一步，交通运输部
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确保“疫情不
因春运而扩散”——

提倡“减”字，减少人员的流动聚
集，减少在途时间。完善运输组织方
案，优化运力调配，强化客运场所、旅
游景区景点、农村地区等运力投放和

应急调度，提高疏运能力，减少旅客
分散流动、减少集中聚集。

突出“防”字，严格做好交通运输
疫情防控。全面严格落实乘客测温、
查验健康码、全程佩戴口罩、“一米
线”、控制客运载客率等防控措施，提
高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通风消毒
频次。严格落实国际客运航班熔断措
施。严格进口冷链物流及入境人员疫
情防控。

优化服务 保障畅通

吴春耕说，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的前提下，将进一步做好运输服
务保障，优化路网运行服务，做好突
发事件应对处理等相关工作。

据介绍，交通运输部已印发《公路
服务区和收费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南》，明确提出春运期间除因疫情
防控需要或出现其他必须关停情况外，

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应保持开通正常
运营状态，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关闭。

此外，将加强路网运行监测，落实
部省会商工作机制，加强对重要运输
通道、旅游风景点周边道路等路段的
运行监测，确保遇到有关情况及时处
置；加强与气象部门沟通会商，密切
关注天气变化，与公安部、中国气象
局等单位加强协调联动，共同做好恶
劣天气公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保
通保畅等工作。

“做好风险路段排查和整治等相
关工作，指导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进一
步加强农村公路风险排查，完善风险
等级较高路段安全防护措施，不断提
升农村公路安全水平。”吴春耕说。

强化中高风险地区客运管控

近期河北、北京等地出现局部疫
情，部分地方采取了相关应对措施。

吴春耕说，交通运输部将会同有关部
委加强统筹调度和工作指导，采取综
合举措，全力做好河北、北京等地交
通管控与运输保障工作。

组建交通管控与运输保障专班。
会同公安部、民航局等部门和单位组
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交通管
控与运输保障专班，24 小时运转，通
过专班加强指挥调度，强化路网运行
监测，全力做好重点人员、医疗物资、
重点生产生活物资的运输保障工作。

做好应急物资运输保障。联合公
安部、国家邮政局印发紧急明电，指导
各相关地区积极做好应急物资和生产
生活物资运输保障工作。向全社会公
布应急运输保障电话，24小时协调解
决应急运输事项。指导河北省交通运
输厅会同相关部门在定州市、邯郸市、
深州市设立应急物资中转调运站。

强化进出中高风险地区客运管
控。指导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特别
是中高风险地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切
实强化疫情防控措施，原则上暂停所
有进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
域内的省际、市际客运班车、包车、跨
城公交，以及出租汽车、顺风车跨城
和城内拼车业务。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确保“疫情不因春运扩散”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回应春运热点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春运启动

新华社海口 1 月 28 日电
（记者 吴茂辉 张鑫超）记者 28

日从海口海关获悉，该关和湛

江海关缉私部门近日联合查获

一起离岛免税“套代购”案件，

案值约1100万元。

据了解，两地海关缉私人员

在海口、湛江、桂林等地统一收

网，打掉利用离岛免税政策套

购免税商品销售牟利的犯罪团

伙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

现场查获涉案离岛免税商品

1000余件，案值约1100万元。

经初步侦查，以犯罪嫌疑人

罗某、郑某为首的走私团伙，通

过“套用他人免税额度—购买、

提取商品—转售内地其他客

户”的模式，组织社会人员大肆

套购国内热销名牌化妆品、酒

水，并采取集中提货、定点囤

积、统一销售的方式牟取非法

利益。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据了解，自 2019 年 11 月以

来，海口海关缉私部门先后组

织开展 9 轮打击离岛免税套购

走私专项行动，截至目前，累计

立案侦办案件 49 宗，打掉走私

团 伙 51 个 ，累 计 案 值 1.61 亿

元。目前已向检察机关移诉此

类案件 20 宗、犯罪嫌疑人 48

名，法院已判决6宗15人。

琼粤海关协同查获一起
离岛免税“套代购”案件

28日春运正式开启，与往年相比，
返乡旅客明显减少。飞常准实时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 28日 12时，全国已取
消客运航班超半数。

在多地“就地过年”的倡导下，春
节期间人口迁徙最大的群体——数亿
异乡打工者，面临一道急迫的选择题：
回家，还是就地过年？

低风险地区：“有钱没
钱，回家过年”

受寒冷天气等因素影响，北方地区
的不少工地已早早放假，一些工人
2020 年 12 月底就返回了家乡。在沈
阳做加固工程的吴景鹏告诉记者，冬
天气温低，室外工作无法进行，加上疫
情影响，外地工人从2020年 12月上旬
就陆续回家了。“工地上一共30多人，
现在只剩几名本地人留下收尾。”

与此同时，部分建筑工程因为工
期紧且在室内作业，春节期间预计不
会停工。几位家在外地的在京建筑公
司农民工告诉记者，他们还是想回家
过年。

一位江西籍农民工表示，虽然春
节留岗有工资和补贴，但老家人都在
等着自己回去。“老人年纪大了，孩子
太小，妻子身体不好，不回去不行。”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还是
想和家人团聚，陪陪老人、孩子，已经
订了2月初的票。”一位河南籍建筑工
人说。

南方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外省工
人1月初就可以离厂回家。

在浙江台州打工的张国栋买的是
1 月 27 日回山东的机票，今天已经到
家。有的家在低风险地区的工友一周
前就已经返乡。张国栋说，“回乡要向
村里提前报备，回去前、回去之后第 7
天和第 14天分别做一次核酸检测，一
共做三次，费用自己出。”

记者了解到，有些在低风险地区
从事家政等服务行业的外来务工人
员，也在1月份陆续返乡。

北京一个家政公司的负责人介
绍，公司100多名员工，三分之一已

经回家，留下的员工中一小半是本地
人。

浙江台州一家模具生产企业已经
联系好当地酒店，为留守员工统一提
供食宿，每人发放1000元补贴。“如果
所有外地员工都留下来，按平均每人
2000元的标准，我们准备了约80万元
红包，但估计用不完。”企业负责人说。

还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表示，还
不太清楚回乡之后的政策，暂时还没
决定是走是留。在台州打工的湖北人
林威已经买好了2月7日返乡的车票，

“从低风险地区回乡，理论上有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就可以。但老家的微信群
里说当地有关部门通知，外地回来的
都要隔离。”他想再等等看，如果不用
隔离就回家。

“花式”福利留人，津贴
礼包吸引打工者

目前，北京、天津、浙江、福建等
20 多个省市发文为春节不回家的打
工者送出包括现金补贴、租房补贴、消
费券等在内的多项温馨福利。江苏苏
州还提出对春节期间外地留苏职工给
予落户加分。

“花式”留人政策下，不少打工者
选择留下。还有一些原本打算回家的
人退掉了回家的车票。

在浙江义乌的杨村社区，按照近
期房东调查登记情况来看，有15%左右
的人愿意留下来。房东龚小宝有14间
房屋出租，租客主要来自吉林、江西、湖
北等省份。“起初只有一间房客留下来，
市里政策出台后，又有两三间的租客表
示愿意留在义乌过年。”他说。

黑龙江人郑凯是中铁四局路桥公
司长春地铁 2号线东延线工程的现场
施工队长，这个春节，他选择在工地和
工友们一起过年。“半个月能拿到
3000多元工资，其间如果工作还能得
到 1000 多元奖金，再加上 3000 元补
助，不回家能多赚7000元。”郑凯掰着
手指算着。

在东莞，一些工厂发布的福利方案
让原本还有些犹豫的员工坚定了就地

过年的想法。许多员工踊跃报名表示
愿意留下，有些买了票的人也退了票。

华美食品集团拿出 60 万元发放
薪酬和奖补，30万元筹备春节期间文
娱活动，还新建了健身室、母婴室、阅
览室等，购置了20多台洗衣机。

据介绍，东莞目前多家规模近千人
的企业，留厂过年员工超过半数。这些
人也将是年后复工复产的重要力量。

在一些大城市里，还有不少虽然
没有额外福利也愿意就地过年的人
群。前程无忧最近发布了以职场人群
为调研对象的《2021 年新春假期去留
情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66.7%的
受访者选择就地过年，其中，异地就业
者占比达到半数以上；37.2%的人愿意
春节假期返岗，他们大多为互联网/电
子商务等行业从业者。

在上海某公司工作的天天决定不
回家，但他更多是担心再回来时要隔
离。“公司内部通知，外地回沪一律居家
隔离14天，隔离期间不带薪。”他的工
作和各个部门都有交集，就算隔离期间
不上班，大家还是会找来，“到时候就成
了无薪加班了，不如不回。”他说。

中高风险地区：平衡把
握“严格防控”与“过好年”

截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 20 时，全
国共有 9 个疫情高风险地区，74 个中
风险地区，分别位于河北、黑龙江、吉
林、北京和上海。

如何平衡把握“严格防控”与“过
好年”，对多地政府意味着考验。

今年 34 岁的张宁是河北省临城
县人，十几年来一直在陕西省子长市
一家煤矿企业工作。他所在的这家企
业，有近 500 名河北籍农民工。以前
每年春节，煤矿都会早早停工，让省外
务工人员回家过年。

“如今河北多地出现疫情，我们也
很担心，返乡途中是否会遭遇阻拦，春
节后能否顺利返岗。”张宁说，和他一
起的十几名邢台隆尧籍矿工，由于家
乡有中风险地区，为了尽量避免麻烦，
今年春节都主动留在公司值班。家在

低风险地区的河北籍农民工，虽然公
司愿意统一包车送他们返回，但一些
村庄不给开具接收证明，导致他们有
家难回，被迫留在务工地过年。

值得注意的是，受疫情影响，一些
异乡打工者暂时滞留，既无工作可做，
也无法返乡。

在石家庄打零工的河北邢台籍农
民工刘恒，本来想趁着春节前保洁市
场火热，多打几天工再返乡过年，没想
到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困住。“现在在出
租屋居家隔离，收入也受到了影响。”
他说，虽然自己离家仅有百公里，但有
家难回, 没了收入来源，也没有家人陪
伴，今年春节可能比较难过。

面临同样难题的还有在石家庄上
班的小冯。春节期间，他虽然可以放
假，却无法回家，出租屋不能做饭，没
有电视和冰箱。“想想自己春节就一个
人还挺难受的。要是除夕晚上外卖爆
单，吃不到饺子，就只能拿手机看春晚
吃泡面了。”

一些受访对象表示，餐饮、住宿、
消费、医疗需求能否保障，节后休假探
亲有没有具体安排，留岗生产者工资、
加班费是否到位，线上文化娱乐产品
能否加大供应等问题，是过年最关心
的问题。

当前，一些高风险地区实行严格
的人员管控措施。为保障居家人员生
活需求，超市、粮油店、果蔬店等采取

“订单配送”方式进行供货，市民线上
下单，商家线下配送到卡点，并由卡点
工作人员转运至居民家中。

黑龙江省绥化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郭建民介绍，目前库存大米 5.5 万吨、
面粉 4087 吨、食用油 230 万升、肉蛋
奶1000吨以上，可供全市人民至少两

个月以上需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新闻发

言人赵辰昕表示，要增加网络、电视、

广播等文化体育节目供应，鼓励提供

免费流量，网络视频APP限时免费电

影放映等线上服务，让就地过年的群

众无论在哪儿都能感受到家的感觉，

都能过一个好年。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春运开启，数亿异乡打工者谁要走？谁会留？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据新华社旧金山1月 27日
电（记者 吴晓凌）苹果公司27日
发布的财报显示，2021 财年第
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1114.4亿
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1%。其中大中华区营业收入
大 涨 57% ，占 公 司 总 收 入 的

19%。
财报显示，在截至 2020 年

12 月 26 日的这一财季，苹果公
司 国 际 销 售 额 占 总 收 入 的
64%。大中华区营业收入从一
年前的 135.8 亿美元增至 213.1
亿美元，占国际销售额的30%。

中国市场助苹果2021财年
一季度营收创新高

最高检依法对海南省政协
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王勇决定逮捕

新华社北京 1 月 28 日电
海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
席王勇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
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
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
对王勇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从1月28日开始，至3月8日结束，共40天

关注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