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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起征
点提高到月销售额
10 万元之后，公司
就属于‘免征对象’
了。 ”1 月 17 日，常
德市临澧特安安防
服务有限公司负责
人 蔡 艳 算 了 一 笔
账：该公司 2018 年
销售安防产品 60
余万元， 缴纳增值
税 1.88 万元 ，按照
近日出台的增值税
起征点由月销售额
3 万提高到 10 万
的政策计算， 该公
司可享受免征增值
税优惠， 又节约了
一笔经营成本。

1 月 9 日 ，国
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再推出一批针对小
微企业的普惠性减
税措施， 包括大幅
放宽可享受所得税
优惠的小型微利企
业标准、 提高增值
税起征点等。 减税
政策一经公布 ，湖
南餐饮业、酒店业、
食品业等行业的小
微企业都纷纷算起
了 “减税账 ”：有的
受益于起征点提高
享受增值税免征优
惠，有的受益于企业所得税优惠税
负降至 5%， 有的还能享受城市维
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地方税费
的减负，直言这是“开年大礼包”。

“餐饮生意看似红火 ，但除去
成本后的实际利润并不可观。 按照
新的减税政策粗略测算，我一年可
以省下 4 万多元，大大缓解了经营
压力。 ”拿着税务干部提供的“新一
轮普惠性减税措施”手绘图 ，汨罗
市罗湖宫海鲜大酒楼负责人杨主
高兴说道。

同样心情激动的，还有岳阳市
云溪区乐家味饭店的老板李刚 。
“店面装修升级计划今年终于可以
实施了，每次新的税收优惠政策都
能给我们带来实惠。 ”他对上门宣
传税收新政策的税务干部说道。 当
听到增值税起征点由 3 万元提高
到 10 万元时， 李刚马上算了一笔
账：“我原来每月要交税 1320 元 ，
按照新政策标准，今年就可以不用
交增值税了， 一年可以节省 1.5 万
多元，这笔钱我可以用来购置几个
新货架！ ”

为及时准确做好新一批普惠
性减税政策的宣传辅导，我省财税
部门迅速对全省符合减税条件的
纳税人进行系统梳理，摸清符合条
件企业底数 ，逐一登记造册，精准
推送政策。 同时，联合经信、发改等
部门开展税源调查，做好政策效应
分析，保障减税新政有效落地。

在江华瑶族自治县，该县财税
部门在做好户数摸底、数据测算的
基础上，通过“1+1”上门宣讲服务，
及时送政策到税户，精准解难题到
行业。 鼎维塑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黄忠林听了税务干部的政策解答
后，高兴地说道：“年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 100 万元的小微企业所得税
税负降至 5%后， 公司应缴的企业
所得税又可以减少 50%，现在的减
税政策很实在。 ”

通过电视、网络、微信、财税干
部提醒等方式了解到税收新政策
后，临湘市平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财务人员彭丽华也算了一笔账 ：
“2018 年公司缴纳了 2.56 万元的
增值税，起征点调整到 10 万元后，
基本上不用缴纳增值税和其他附
加税了。 同时，公司还符合享受小
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条件，企
业所得税可再减负 50%，公司的实
际税负只有 5%， 这样算来公司一
年又可节约 3 万元左右的成本。 ”

省财政厅税政法规处处长邓
斌、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处长王
黎表示：“2019 年国家减税降费政
策的持续推进，不仅会让小微企业
享受税收优惠的范围更广、税负更
低 ， 还 将让 企业 办税 越 来越 方
便。 ”

(郑国荣 肖江浩 罗舜爱）

郑国荣

“2018 年，减税降费政策对我们企业来
说，就是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1 月 29 日，长
沙市竟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袁平高兴
地说。

这是我省贯彻落实中央减税降费政策的
一个缩影。刚刚过去的一年，为应对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收支矛盾尖锐、各类风险交织叠加
的严峻形势，省财政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执行积极财政政策，推动减税
降费政策有效落地， 为全省经济健康发展和
社会大局稳定提供了坚实支撑。

减税降费是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的重
要内容， 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举措。2018年，中央陆续出台了总额达 1.3万
亿元的减税政策。 我省有效贯彻落实中央减
税降费，减税红包接二连三。

———降低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 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
率的通知》，我省从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将制
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 从 17%降低到
16%； 交通运输、 建筑和基础电信服务等行
业，以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 11%
降至 10%。

“我们企业规模虽然不大，享受到的税收
优惠政策却不少哩！ ”衡阳县华星水泥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广华对 2018 年以来享受到的税
收优惠政策如数家珍：2018年，华星水泥仅资
源综合利用产品的增值税即征即退这一项减
税就超过 140万元；5月起，增值税税率降低 1
个百分点后，公司又直接减税 20余万元。

———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政策标准。根据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统一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标准的通知》，我省从 2018年 5月 1日
起， 将工商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
从以往的 50万元－80万元，上调到了 500万
元，与“营改增”行业一致。 同时，在 2018年 12
月 31日前，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转登记为小
规模纳税人。

“在行业不景气的阶段，转登记政策的实
施，帮助我们顺利渡过了难关。现在公司业务
逐渐向好，我对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湖南
满愿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何琳娜表示。 该
公司主要销售茶叶、蜂蜜等产品，在 2018 年
深化增值税改革过程中， 由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税负大为减轻。

———选择装备制造等行业实施增值税
留抵退税。 省财政厅、 省税务局下发《关于
2018 年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规模的通知》，
将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 研发等现代服
务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期
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已
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全部完成退税工作，
共有近 700户企业留抵退税 23亿余元。

“财政、税务部门采取上门辅导、多方协
调等方式， 第一时间将增值税留抵退税的政
策送到企业。这 578万元的留抵退税，不仅解
了公司发展之渴， 也让我们感受到政策的温
暖。 ”湖南省页岩气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李胜伟介绍。该公司主要从事页岩气勘查、开
发、利用以及天然气批发等业务，符合“退还
增值税留抵税额”的条件。

———扩展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
的小微企业范围。 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
收扩围，由原来的应纳税所得额 50 万元提高
至 100万元。

成立于 2011 年的长沙市竟网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是国内较早涉足政府内控和社会
信用信息化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创新
小巨人企业。 2018年，该公司通过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享受到近 10
万元的税收减免；2018 年 7 月， 小微企业所
得税优惠范围由年纳税所得额 50 万元扩大
到 100万元以后， 该公司累计享受企业所得
税减免 20余万元。

———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结构性减
税优惠政策，降低企业创新成本。 一是扩大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适用范围。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将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 75%的政
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 二是
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技术进步。 按规
定落实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
所得税，积极落实引进技术设备免征关税、重
大技术装备进口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免征进
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降低日用消费品
进口关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优惠政策，降
低企业投资成本。 三是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
策的通知》， 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将享受当年一次性税前扣除优
惠的企业新购进研发仪器、 设备单位价值上
限，从 100万元提高到 500万元。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医
药工业、医疗服务、大健康业务于一体的综合
性、科研型医药健康产业集团，于 2014 年 12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作为高新技术企
业，该公司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为 15%，主要
享受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残疾人加计、高新
技术企业等税收优惠政策。 据统计， 该公司
2017 年发生符合加计扣除条件的研发费用
2183万元，可按 50%在税前加计扣除 1092万
元。 仅此项政策， 该公司可减免企业所得税
164万元。 2018年，该公司发生符合加计扣除
条件的研发费用 2994万元， 可按 75%在税前
加计扣除 2246万元， 可减免企业所得税 337
万元，减免力度大幅上升。

省财政厅与省税务局加强协调配合，第一
时间出台具体实施方案， 逐项政策落实落地，
尽快释放减税降费政策红利。

———个税新政普惠民生。
从 2018年 10月 1日起，将个人所得税综

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即通常说的“起征
点”，提高至 5000 元 / 月（6 万元 / 年）。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
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劳
动增加收入、迈向富裕。

湖南顺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宋娟，月
收入 8000 元， 个税新政前每月应缴个税
70.02元。她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填报了子女
教育和赡养老人的两项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后，
今年 1 月起每月应缴个税为 10.02 元，减少了
60元的税额，按年算可以减少 720元个税。 她
说，6项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涉及子女、父母、住
房以及医疗，惠及该公司 95%以上的员工。 初
步统计，该公司员工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后
传递到单位扣缴客户端，预计减税 50%以上。

———降费，为社会减负。
减税的同时，我省还推出降费举措，积极

落实财政部关于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
性基金的政策措施。从 2018年 4月 1日起，停
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工本费；8月 1 日起，停
征专利登记费等收费。 企业缴纳的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属于政府性基金）标准上限，由不超过
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3倍降至不超过 2倍。 2018
年，全省执行上述停征以及降低收费基金标准
的措施共为社会减负 6700余万元。

截至 2018 年底， 我省执收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由 2015年的 90项减至 34 项， 涉企行政

事业性收费由 2015 年的 63 项减至 16 项（全
部为中央设立）， 政府性基金由 2015 年的 21
项减至 11项（全部为中央设立）。 至此，省级设
立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已经
全部“清零”。

各地按照省里统一部署，狠抓减税降费政
策落实，让政策红利变为发展活力。

1 月 25 日， 湖南宸睿通信公司负责人从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税务局负责人手中接
过 311 万元的减税款， 开心地说这是企业收
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当天，自治州召开减税
降费退还大会，现场为 8 家在该州投资发展的
企业退还税、费款项共计 2900 余万元。

自治州纪委监委启动全州减税降费专项
整治行动，对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不到位的单位
严查严究、快查快办。

通过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我省 2018
年减轻各类市场主体税收负担 900 多亿元，其
中新增减税约 120 亿元，有力促进了实体经济
降成本、 微观主体增活力。 据省财政厅介绍，
2018 年我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4843 亿元
中，税收收入 3941.9 亿元，增长 10.5%，较上
年下降 4.4 个百分点；非税收入 901.1 亿元，下
降 9.8%，占地方收入比重 31.5%，较 2017 年
下降 4.7 个百分点，较 2016 年下降 11 个百分
点。税收增速下降和非税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
原因，就是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同时，我省
坚决贯彻落实了中央降低增值税税率、统一小
规模纳税人标准、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范
围、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大规模减税政
策，同时坚定不移规范非税收入管理，提升收
入质量。

按照中央部署，2019 年强化风险防控，要
强化逆周期调节，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
极，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在扩
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做好稳就
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
作，确保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

落实中央部署，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
提效”。省财政厅厅长石建辉表示，“加力”体现
在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和增加支出规模；
“提效” 体现在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
效益。 2019年，我省在减税降费方面还将继续
“放大招”，“更多减税降费政策正在路上”。

“加力”方面，2019 年省财政将遵循两个
原则：一是对中央政策已经明确的，湖南将严
格按规定执行。比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推出的
小微企业、 个人所得税等普惠性减税政策，进
一步大力度减轻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对小微企
业年应税所得不超过 100 万元、100 万元到
300万元的部分，实际税负降至 5%和 10%。同
时，大幅放宽小型微利企业标准，扩大小型微
利企业的覆盖面。对月销售额 10万元以下（含
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进
一步扩大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人享受投资抵
扣优惠的投资对象范围，与调整后的企业所得
税小型微利企业相关标准保持一致。以上政策
惠及 95%的现行纳税人， 其中 98%是民营企
业。

另一个原则，就是对中央授权省政府出台
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规定的减免幅度内就高不
就低。 比如，按照省里减税降费工作专题会议
精神， 经省政府同意， 省财税部门已明确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对主体为民营企业的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顶格适用 50%减征标准，减免
其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以及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减税降费，让利于民、让利于企，这从长远
来看更有利于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对全
省目前的收入组织构成一定的压力，而该花的
钱一分都不能少。 这就考验财政部门为政理财
的智慧。

2019年，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提效”？ 石建
辉介绍，将坚持做到把握边界、突出重点、有进
有退、有保有压、精打细算，把财政资源配置到
关键环节和急需领域，努力让花出去的每一分
钱都用到实处，见到效果。 具体来说，将从以下
五个方面提质提效：

———聚焦重点，确保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集中财力，优先保障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明确考核要求、关系全省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的重大政策和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精准施策，加大对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的支持力度。 用好用足国家政策，强化政策
协同组合，将该保的支出保障好，把无效低效
的支出减下来，持续优化支出结构，进一步加
大对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产业发展、民生保障
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支持力度。

———统筹兼顾，切实增强财政运行可持续
性。 以规划统筹带动资金整合，以增量安排带
动存量盘活，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加强重大项
目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使支出安排与经济社
会发展和财力水平相适应。

———节用裕民，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 政
府带头过“紧日子”，财政要打“铁算盘”、做“铁
公鸡”，不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能浪费，从严从紧
安排“三公”经费预算，除重点和刚性支出外，
其他一般性支出一律压减 5%， 腾出财力加大
对重点民生、基层财政的支持力度。

———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在更高
起点更高目标上推动改革持续向前迈进。 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以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为目标，优化绩效目标设置和评价，将预算绩
效管理贯穿预算编制、执行、决算全过程，强化
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进一
步规范专项资金分配使用管理，强化绩效评价
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挂钩机制，绩效好
的政策和项目优先保障， 绩效一般的督促改
进，低效无效的削减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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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减税红包接二连三

“更多减税降费政策正在路上”

尽快释放减税降费政策红利

2018 年 8 月 3 日， 三一重工泵车
装配车间。 三一重工是降低制造业等行
业增值税税率的受益者。 唐俊 摄

个税新政后，激发了老百姓的消费
潜力。图为智慧零售超市长沙步步高梅
溪湖店，消费者在超市使用人脸识别支
付通道“刷脸”购物。 徐行 摄

▲

▲

收到减税红包的民营企业经营活力大增。 民营企业江华明意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NC
生产车间里，工人忙着生产手机钢化膜。 唐俊 摄

减税降费
政策一览

减税

降费

●降低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

●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政策标准

●选择装备制造等行业实施
增值税留抵退税

●扩展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
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

●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结构性减
税优惠政策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 5000 元 / 月，
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附加扣除

●省级设立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
政府性基金已经全部“清零”

制图 /彭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