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郁琼源

2019年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有哪
些特点，税务部门具体有哪些贯彻落实
措施？国家税务总局29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以“落实减税降费”为主题，回答了记
者的有关提问。

据了解，目前，税务总局和36个省
级税务局均已经成立了由主要负责人
任组长的实施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 ,
下设若干专项工作组，确保各项工作有
序推进。

在积极配合财政部研究出台小微企
业普惠性财税政策文件的基础上，税务总
局及时出台了“4+1”系列征管文件，即4
个税收征管配套公告和1份税务系统贯彻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综合性抓总文件，明
确了重点任务，细化了落实要求。

同时，各地税务部门正在迅速组织
开展针对纳税人的培训辅导，帮助纳税
人准确理解和充分享受减免税优惠。

税务总局已制发减税政策统计核

算工作方案，从统一各层级、各地区、各
税种、各政策的统计核算口径开始，建立
自上而下、整齐划一、清清爽爽的统计核
算分析体系， 为及时准确全面反映减税
降费成效奠定坚实基础。

税务总局将以小微企业普惠性减
税政策落实情况为重点， 组织开展综合
性工作督查，主动配合外部监督，强化内
部监督， 并将贯彻落实减税降费工作列
入绩效考评。

纳税服务司副司长于耀财说， 这次
普惠性政策明确，凡符合条件的纳税人，
享受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 均无需
任何审批流程、无需任何核查手续、无需
任何证明资料， 只要如实填写纳税申报
表即可享受。凡采用电子申报的方式，只
要纳税人项目填写完整， 系统就可以自
动帮助享受减免税优惠， 包括自动识别
纳税人是否可享受小微企业普惠性减
税政策， 自动计算纳税人的可减免税金
额，自动生成纳税申报表。

“这次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措施，不

仅政策实打实、硬碰硬，而且操作也切实
可行。”于耀财说，比如，在增值税方面，
针对部分小规模纳税人可能有些月份销
售额超过10万元，但按季计算可能未超
过30万元的情况，允许纳税人在一个会
计年度内根据自身实际在选择按月或按
季申报纳税方式上变更1次。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 对按月预缴的
企业， 如果年度中间符合小型微利企业
标准的，统一调整为按季预缴申报，从而
有利于减少纳税人申报次数。 在增值税
方面， 对已经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
开具普通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 在免税
标准提高后， 依然可以使用现有税控设
备继续开票，不需要办理缴销手续。

于耀财介绍， 为确保减税降费政策
取得实效，税务部门将以“新税务·新服
务”为主题，连续第6年深入开展“便民办
税春风行动”，根据下一步降低增值税税
率和社保费费率的要求， 不断充实和完
善有针对性的便利化服务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胖五”复飞、“嫦五”登月

今年我国宇航发射
次数将保持“30+”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记者 董瑞丰 胡喆）
“胖五”复飞、“嫦娥五号”登月、“鸿雁”星座加速组
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29日对外公布，2019年计
划实施30余次宇航发射，预计发射航天器50余颗。

2018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成功完成突破历史的37
次发射，累计将103个航天器送入轨道。我国首次成为世
界航天发射次数年度第一，航天发射能力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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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率中方代表团
抵达美国磋商

新华社华盛顿1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
鹤率领中方代表团于当地时间28日下午抵达华盛顿，
将同美方就中美经贸问题举行高级别磋商。中方代表
团成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
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工业和
信息化部副部长罗文，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商务
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等。

新华社记者 安蓓

10部门29日对外发布《进一步优化供
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
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推出24条稳
消费、扩消费具体举措。

当前我国消费形势如何？稳住汽车、家电
消费有什么新举措？信息消费潜力如何？当日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作出回应。

消费升级趋势依然强劲
“总体平稳，有所波动，但消费升级趋

势依然强劲。”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巡视员刘
宇南这样评价当前消费形势。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超过38万亿元， 稳居经济增长第一驱动
力。但同比增速为9%，比上年放缓1.2个百分点。

刘宇南认为， 消费增速出现波动的原
因有多方面。从重要商品销售看，汽车消费
降温成为拉低消费增速的一个主要因素；
从供给看，供给创新不足，消费供需匹配度
还有待提高； 从消费能力看，2018年居民
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6.5%，比2017年下降
0.8个百分点，受股市震荡居民财产性收入
增长困难、家庭债务水平上升等因素影响，
居民消费倾向有所下降。

他强调，我国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

结构不断优化， 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由
2013年的31.2%下降到2018年的28.4%。居
民收入水平保持增长态势， 中等收入群体
规模持续扩大， 民生保障制度体系不断健
全，支撑消费升级的社会基础不断夯实。

“针对新情况新特点，有的放矢，重点
突破，以点带面，着力引导企业顺应消费升
级大趋势，推动消费平稳增长。”刘宇南说。

稳汽车消费托住商品消费“大头”
实施方案包括有序推进老旧汽车报废

更新、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补贴结构、促进
农村汽车更新换代、 稳步推进放宽皮卡车
进城限制范围、加快繁荣二手车市场、进一
步优化地方政府机动车管理措施等六条促
进汽车消费具体措施。

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 扣除汽车类商
品， 按照相同口径计算，2018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 换言
之，单汽车消费一项大概造成0.8个百分点
的增速落差。“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要设法
稳住汽车消费。”刘宇南说。

他强调，汽车消费的鼓励性措施，出发
点和着眼点是促进汽车消费， 但不是简单
做大量， 更要立足于将引导汽车产业转型
升级和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要更好结合起
来，进一步提高汽车消费的供需匹配水平。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

司副司长董大健说，将研究制定2021年至
2023年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进一步完善
充电、停车、通行等使用环节的鼓励政策；
积极推动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 开展
特定区域和场景的示范运营， 构建智能网
联汽车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条件。

“2019年影响汽车行业和汽车发展的
环境总体上是积极的， 预计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有望突破150万辆， 汽车整体市场基
本保持稳定。”董大健说。

扩大升级信息消费
实施方案明确，扩大升级信息消费。包

括加快推出5G商用牌照，支持有条件的地
方建设信息消费体验中心等。

董大健说， 要加快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5G商用步伐，为推动5G正式商
用夯实基础。

他指出， 要进一步加大电信普遍服务
的推进力度，2020年底前， 将实现98%的
贫困村通宽带。 近期将出台促进超高清视
频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加快超高清视频
关键系统设备的产业化和推广应用， 丰富
超高清视频的内容供给。深入推进“企业上
云”行动，持续加大电信资费降费力度。

支持绿色、智能家电销售
实施方案明确了支持绿色、 智能家电

销售，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等措施。刘宇
南说， 总量上我国已是世界最大的家电生
产和销售大国，但从结构上看，我国绿色、
高效、 智能产品的市场占比还不高。“这些
措施对推动家电及相关零配件行业高质量
发展，促进节能减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他介绍说，参照曾经实施的“节能产品
惠民工程”， 如果在全国推广，2019年至
2021年期间，预计可增加1.5亿台高效节能
智能家电的销售， 拉动消费约7000亿元，
全生命周期节电大约800亿千瓦时。

“具体政策组织实施过程中，各地要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充分借鉴以往实践经验，
制定出台相关补贴政策， 力争取得较好实
施效果。”刘宇南说。

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说，
商务部已部署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
2019年将加快推进首批步行街改造升
级，在具备条件的城市启动“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试点；重点深化电商进农村
综合示范；制定家政、餐饮等重点生活服
务业标准； 优化升级千亿级商品交易市
场； 同时重点在商务领域探索构建以信
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 制定电商企
业诚信档案评价规范， 进一步推动重要
商品追溯体系建设。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24条稳消费、扩消费政策“大礼包”传递哪些信号

稳汽车消费 推智能家电
卡塔尔埃米尔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9
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卡塔尔国埃米尔塔
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将于1月30日至31日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我国已取消
6000余项“奇葩证明”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记者 王茜）“截止到

2018年底，各地区、各部门共取消证明事项6000余
项。”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副局长姜海涛29日在司法部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表示。

据介绍，为更好地开展证明事项清理工作，司法部
先后印发了《关于证明事项清理有关问题的意见》等七
个文件，指导各地方和各部门做好清理工作。并专门设
立了“群众批评———证明事项清理投诉监督平台”，处
理大量群众和企业投诉问题。据统计，从2018年9月至
2019年1月25日，平台接受投诉1000余件，目前已经办
结并向司法部反馈情况的有900余件。

姜海涛介绍， 已处理的群众投诉主要涉及亲属关
系证明、社保相关证明、身份相关证明、户口相关证明
等等。这些证明的取消，为群众和企业解决了办事创业
中的“麻烦事”，增强了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 � � �北京时间29日晚， 卡塔尔队4比0战胜
东道主阿联酋队， 与日本队会师本届亚洲
杯决赛， 决赛将于北京时间2月1日22时进
行。图为卡塔尔队球员胡希（上）进球后与
队友庆祝。 新华社发

亚洲杯半决赛4比0大胜阿联酋

卡塔尔与日本会师决赛

� � � � 美国政府28日宣布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施行制
裁，向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施加压力。马杜
罗回应，美方制裁“邪恶”，委方将以法律手段还击。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预期，
制裁将使马杜罗政府无法获得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在
美国的70亿美元资产以及这家企业明年出口原油所
获110亿美元收益。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制裁委内瑞拉石油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