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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下跌后，测算到河南
省，自1月13日起——

记者 魏浩

90号汽油每升5.55元

93号汽油5.88元

下调0.13元

下调0.14元

97号汽油6.21元

下调0.15元

98号汽油6.85元

下调0.14元

0号普通柴油5.24元

下调0.20元

国四0号车用柴油5.56元

下调0.20元

财经 A152015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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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96798元，
中奖总金额为2660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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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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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5613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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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5012期

中奖号码：047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7842960元
和9873752元。

“排列3”、“排列5”第15012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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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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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5005期

本期全省销售额为228934元，全省中奖总金额
为72357元。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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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0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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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 187061405元,1056022676.76
元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两部门再次重申，提税后
的新增收入将纳入一般公共
预算统筹安排，重点用于两方
面支出：

一是支持治理环境污染，
应对气候变化。安排大气污
染防治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京
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
治理雾霾。安排城镇污水处

理设施配套管网建设资金，支
持重点流域城镇污水处理管
网设施建设，提高污水处理能
力。

二是促进节约能源、鼓励
新能源发展。支持节能环保
产业发展，加快可再生能源开
发利用，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推
广应用。

三次调整成品油消费税都
未经人大批准，调整是否合法？

北京大学法学院财税法
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说，税率
的调整，是税收法定原则下全
国人大专有的权利。判断目
前成品油消费税调整是否合
法，首先要看国务院是否有权
调整税率。现行消费税暂行
条例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

“消费税税目、税率的调整，由
国务院决定”。从现行法律法
规下，由国务院研究决定提高

成品油消费税税率，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的
决定颁布政策操作文件，符合
现有的程序。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
法研究所教授施正文指出，尽
管在现有法律法规下通过授
权国务院调整消费税是合法
的，但税收调整毕竟是关系百
姓切身利益，在税收立法的原
则下，应以消费税税率调整为
契机，倒逼消费税立法提速，
凸显税收法治思维。

回顾三次成品油消费税
调整，除首次调整恰逢油价

“九连跌”，最终该下降幅度与
提税相互冲抵，油价保持不变
外，其余两次调整都没有用足

油价下调空间，也就是说在提
税的同时，出于考虑百姓负担
和社会承受能力，都努力实现
了油价的同步下降，兼顾生产
和消费。

降价三遇调税 成品油价格小降
汽油消费税涨至1.52元/升 我省汽油每升再降1毛3至1毛5

核心提示 | 12日，新年国内汽、柴油价格首个下调“窗口期”，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宣布，我国将
再次适度上调成品油消费税，但调税后油价仍会下降。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12日联合下发的通知，自
2015年1月13日起，将汽油、
石脑油、溶剂油和润滑油的消
费税单位税额每升提高0.12
元，由现行每升1.4元提高至
1.52元；将柴油、航空煤油和
燃料油的消费税单位税额每
升提高0.1元，由现行每升1.1
元提高至每升1.2元。航空煤
油继续暂缓征收。

这是继2014年 11月 29
日、12月13日之后，45天内我
国第三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

单位税额。此次调整赶上油
价下调的“十二跌”窗口，调整
额度不及油价下降空间，最终
与第二次调整一样，实现了提
税与降价同步。

专家表示，接连调整成品
油消费税，与国际原油价格一
段时间以来持续下跌有关。

有关机构测算，三次调整
后，中国汽柴油流转税负担和
国外相比仍属偏低，税负将和
日本相当，但仍比欧盟国家和
韩国均低10个点左右。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电

提税后新增收入重点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等

油价“十二跌”窗口 提税与降价同步

河南93号汽油
步入“五元时代”

油价持续降，消费税跟着涨？
客观形成“价税联动”机制，但价与税仍是两码事

这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税
率是自去年11月底以来连续
第三次调整。进一步调整成品
油消费税政策，目的是抑制对
传统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费，优
化能源结构，鼓励新能源发展，
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油价降，税就涨，客观上
形成了一种“价税联动”机
制。有人问，将来油价上去
了，税还会不会降下来啊？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
学院教授朱青认为，因为成品
油消费税政策的实施并不是
因为价格，因此并不是说油价
涨了就要减税，这是两码事。

增加税率，会不会增加百
姓的负担啊？这就要分析
了。开车的用油，消耗资源、
对环境有影响，所以交税；不
开车的不交税，也算是公平合
理。

三次调税都未经人大批准，是否合法？
现有法律法规下 国务院调税是合法的

油价暴跌 | 但国内能源资源依旧短缺

细数最近的三次调整成
品油消费税，一个共同特征都
是利用了国内油价下调的“窗
口期”，也就是说油价的下跌
为成品油消费税调整提供了
窗口。

“三次调整释放出一个重
要信号，油价可以‘任性跌’，
但传统化石能源消费却不能

‘任性’。”财政部财科所所长

刘尚希说，目前国内能源资源
依旧处于短缺，不足以支撑

“敞开口”的能源消费。
业内人士分析，受我国原

油进口渠道狭窄、原油进口受
制于人以及远洋运输能力不
足等诸多因素影响，油价暴跌
并没有改变我国长期化石能
源需求旺盛与可持续供应不
足的矛盾。

三次调税 | 两次没有用足油价下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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