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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落地生根
政府收入“减法”换来企业盈利“加法”和市场活力“乘法”

张 笛

“减税降费，对企业无异于雪中送炭，让市场‘满堂生

辉’。”回眸2019年，湘西经济开发区湖南安捷朗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高兴地说，企业走过严冬，正迎来春天。

刚刚过去的一年，减税降费落地生根，助企业轻装上

阵、爬坡过坎，安捷朗光电仅是一个缩影。

这一年，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类风险交织叠加的

严峻形势，省财政厅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大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减税降费落地生根，用

政府收入的“减法”换来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

“乘法”。

2019年，全省新增减税降费预计超过 500亿元，稳稳提

升了广大企业和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回眸 2019 年，此轮更大规模的
减税降费，惠及的纳税人缴费人不
断增加，综合效应正在向宏观经济
和微观市场主体深层次传导，发挥
了稳市场、稳预期的效果，助推高质
量发展。

位于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的
伊恩文化是一家动漫加工制作企
业。由于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起征点，公司不用再缴纳增值税。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印花税等地方税种以及教
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费都减半
征收。“几万块钱对于我们小微企业
的影响真的很大，2019 年我们把这
些钱都投入到人才培养以及项目开
发上。”作为减税降费优惠政策红利
的直接受益者，公司负责人邓勇高
兴地说。

据省财政厅、省税务局提供的
数据，2019年，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
政策惠及 20 个行业大类，受惠面达
到 100%。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实
现全覆盖、无盲区，有效帮助小微企
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激发企业能
量的最大化，对于就业的稳定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
是更大规模减税的一道“开胃菜”，那
么增值税改革措施就是一道“主菜”，
更是一道“硬菜”。2019年1-11月，
全省增值税新增减税近200亿元，占
全部减税额半数左右，实现了所有行

业税负只减不增的预期目标。
减税降费后，公司轻装上阵，研

发投入快速增长，科技创新活力增
强。“我们把在税费上节省下来的成
本都投入到了产品的智能化研发
中，新产品有助我们应对接下来的
市场竞争。”在长沙岳麓区的晚安床
垫集团财务负责人刘建平介绍，去
年减税降费整体带来经济利益达
860万元左右。

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
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转
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和重
点。在此轮减税降费改革中，制造
业一直是减税规模最大、受益最为
明显的行业，制造业占企业减税总

额近四成。减税降费对于振兴实体
经济发挥了“关键招”的作用。

“公司享受各项减税红利 3000
多万元，这份减税账单，让企业和工
人都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湖南
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中
平向我们晒出了2019年“账本”。作
为全国十大黄金矿山开发企业之
一，公司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近
130 亿元，增长 11.4%。李中平表
示，公司将乘着减税降费的东风，把
节省下来的税费持续投入到技术研
发，为环保发展、经济进步贡献应有
力量。

个税新政为百姓合理减负，鼓
励百姓通过劳动增加收入的同时，
也激发了消费潜能。减税降费大红
包，2019年1-11月让全省工薪阶层
500 余万人（累计数）无需再缴纳个
人所得税，近130万人享受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政策，叠加第
一步改革因素，人均减税13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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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赡养老人两项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后 ，去 年 1 月 起 每 月 应 缴 个 税 为
10.02元，按年算减少个税720元。

大幅度减轻社保缴费负担，不仅
降低了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更换来企
业参保的“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19%降至16%，
参保的门槛降低了，有利于提高参保

单位的积极性，切实将更多的职工纳
入到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中来。

收费基金降费与清理“双管齐
下”，企业负担进一步减轻。早在
2018 年，省级设立的涉企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和政府性基金已经全部

“清零”。2019 年，涉企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和政府性基金经过两轮下
调，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6亿余元。

梳理2019年的湖南经济社会发
展，减税降费虽然减了政府收入的

“真金白银”，但换来了企业发展的
旺盛生命力，提升了老百姓的获得
感。

“一减一加”的背后，正是政府
的“紧日子”换来了企业与百姓的

“好日子”。

？
2019年，
更大规模
的“ 减 税
降 费 ”到
底 有 哪
些？

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
深化增值税改革。
降税率、扩抵扣、加计抵减、留抵

退税。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纳税人可享受子女教育、继续教

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

租金、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

除。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基本养老保险单位费率下调

至16%，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费率。

降低收费基金。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收费标

准下调30%，药品注册费收费标

准下调10%；减免不动产登记费，

降低无线电频率占用费、出入境证

照类收费、商标注册收费；对地方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减征 50%的

文化事业建设费，暂停征收地方水

库移民扶持基金。

嘉禾县珠泉镇晋屏社区，工作

人员向群众宣传减税降费政策。

黄春涛 摄 力度大，覆盖面广。
2019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500亿元。

聚焦准，突出支持实体经济。
直面制造业、小微企业等实体经

济的难点和痛点，制造业等行业增值

税税率从16%降到13%，交通运

输业、建筑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

10%降到9%，对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应缴纳的“六税两费”按50%
减征。

简明易行，企业获得感强。
直接降低税率、降低社保费率，

并对小微企业实行普惠性的税费减

免，简明易行，直达市场主体。

2019年，
“减税降费”特点

看措施：
“减税降费红包”如何

确保发放到位？

回眸 2019 年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从“夜间经济”的持续走热，到湘南地
区涉农企业的蓬勃发展，“活力”的源
头离不开减税降费的“活水”。

从 2019 年初起，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全省财政系统
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落地列为头等
大事。

“全省各级财税、人社部门成立
专门工作组，强化统筹协调，省市县
三级联动，把落实中央减税降费措施
作为工作头等大事抓实抓细。”2019
年 4 月 1 日，在省政府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石
建辉表示。

全省各级财税部门内部建立减税
降费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外部建立
会商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强化组织
领导，压实责任“包干制、联动化”，制定
出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具体职责分
工，细化到部门、到岗位、到责任人，形
成工作合力，促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实
落地。

为营造良好氛围，省财政厅会同
税务、人社部门开展政策解读，召开
新闻发布会，开展专题培训；通过“线
上＋线下”宣传发动，让减税降费的
政策解读、办理流程等内容更迅速、
全方位、多渠道地走进大街小巷，深
入千家万户。

推动减税降费实打实、硬碰硬，
省财政厅按照“就高不就低，切实提
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要求，
会同相关部门第一时间拿出相关配
套政策。

——顶格减征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六税两费”。

2019年1月23日，省财政厅联合
省税务局制定印发了《关于落实小微
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按 50%顶格标准减征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应缴纳的资源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
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
教育附加“六税两费”。

——配套制定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税收扶持政策。

配套制定了建档立卡贫困户、重
点群体、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就业创业
税收扶持政策，在中央授权的幅度范
围内按照顶格标准扣减相关税收。

我省按照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重
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的每户每年扣
减 14400 元，企业招纳自主就业退役
士兵、重点群体人员就业每人每年分
别定额扣减 9000 元、7800 元的顶格
标准予以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费附
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等税收定额扣
减优惠。

——深入落实进一步降低增值
税税率等。

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制造业等
行业 16%增值税税率降至 13%，交通
运输和建筑等行业10%增值税税率降
至9%，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进
项税实施进项税额加计抵减，同时试
行全行业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深化
增值税改革首月，全省制造业实现增
值税减税11亿元，行业税负下降0.83
个百分点，减税幅度达到30.3%。

——第一时间出台社保降费实
施方案。

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降低单位
养老保险费率，费率高于 16%的全部
改按 16%的费率执行；费率低于 16%
的仍按费率过渡试点政策执行。继
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作保险费
率，调整社保缴费基数政策。

减税降费，财政做好“减法”。不
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2019年全
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500亿元。

开源节流，财政服务大局力度不减。
开源方面，全面清理财政存量资

金，多渠道盘活存量资产，政府性基
金超过当年收入 20%以上部分，调入
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节流方面，财政打好铁算盘，省直
部 门 一 般 性 支 出 压 减 比 例 提 高 到
10%，集中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统筹整合专项资金，省级专项资金由
以前的上千项压减至2019年的47项；
推行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做到“花钱必
问效、无效必问责”。

晒成绩：
“减税降费红包”如何最大释放效能？

减税降费

释放红利，全

省 经 济 势 如

虹。图为楼宇

经济繁华的五

一路商圈。

(资料图片)

个税新政后，激发了老百姓的消费潜力。图为浏阳天虹购物中心。

（浏阳融媒体中心供图）

收到减税红包的民营企业经营活力大增。图为民营企业湖南电

将军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角。 （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