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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税收和谐税收助力中原助力中原天地
税税
法法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赵显 刘洋
洋 通讯员 刘霞）“周五下午我们申请退税，
周一上午就收到退税短信提醒。这次我们
得到退税款 285.96 万元，解决了大问题。”
河南牧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谷国才
高兴地说。

谷国才说，公司现在处于产业转型期
间，由原先主要生产猪舍栏位、漏缝板等简
单加工传统企业，转型为集科研、生产、销
售、服务于一体的智能设备制造企业。研
发项目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公司面对最大的压力就是资金流。这笔退
还的留抵税额是实打实的资金，它将账面
上只能抵扣的进项税额化成了公司实实在
在的现金活流水，无疑给公司注入了一剂
强心针，保证了研发项目的正常运行，为公
司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陈少克表
示：“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推出了一系
列减税降负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降低增
值税税率、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范围、放宽
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的小微企业
标准、允许单价 500 万元以下新购进设备
一次性税前扣除、取消委托境外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限制等。理论上看，这些税收优
惠政策对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市场主体活
力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而这些积极作用
发挥的程度，要取决于税收优惠传导机制
的合理设计。简单地说，不单要让市场主
体知道这些利好政策，更重要的是让市场
主体能够低成本地享用这些利好政策。这
也是‘减税降负’常常要和‘简政’形影不离
的原因。这就对税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也就是说，要更好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
的税收营商环境，更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我们的税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不折不扣地宣传好、服务好、落实好
各项减税政策，在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增强社会创
造力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开封市税务局将落实减税降负政策与
推进简政放权结合起来，持续优化税收营
商环境，抓好“三个关键”积极落实增值税
留抵退税政策，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活力，有
力支持了地方经济发展。截至目前，该局
共为全市范围内符合优先退税条件的企业
办理退税3.41亿元。

工作中，该局通过抓好“三个关键”打
通税收优惠传导机制，确保减税降负真正
让企业受益。一是抓好培训这个关键。分
层次抓好两级培训，确保税务人员“全员全
面、不遗不漏、学懂学透、能用会用”，确保
纳税人“知政策、懂政策、会开票、会申报”，
共组织税务人员培训 11 场 180 余人次，对
纳税人开展培训 24 场 3883 人次。二是抓
好宣传这个关键。积极做好社会宣传，挖
掘典型企业案例，集中宣传税收新政策、服
务新举措、办税新规定等内容，让纳税人应
知、尽知税收优惠政策，扩大惠及面。三是
抓好辅导这个关键。安排专人通过后台提
取数据，选取符合条件的企业，主动联系符
合退税条件的纳税人，进行政策精准辅导，
避免企业因不懂政策流程影响享受税收优
惠。同时，第一时间优化业务办理流程，增
设留抵退税绿色通道，为纳税人节约办税
时间。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赵显 刘洋洋 通 讯 员 汝
路 杨舒惠）“我公司近期新
增加用工 2400 余人，急需开
具 5000 余份新增人员社保费
完税凭证。正常办理两周开
具完就算快的，没想到税务
局 加 班 加 点 仅 用 5 天 就 将
5000 余份完税证全部开出，
真是解决了我公司的后顾之
忧 ！”富 泰 华 精 密 电 子（济
源）有限公司社保费办理人
员小胡拿到办理完成的社保
费完税凭证连声道谢。

原来当时正值济源市灵
活就业人员集中办理社保缴
费高峰期，日均正常办理业
务叫号超过 500 多号。该公
司社保费办理人员小胡带着
顾虑咨询了济源市税务局办
税服务厅税务人员，该局税
务人员详细了解了开票的具
体情况和数量后，承诺会尽
快为他们办理业务。当晚，
该局办税服务厅迅速启动应
急 预 案 ，急 事 特 办 ，加 班 加
点，仅用 5 天时间圆满完成了
富泰华精密电子（济源）有限
公司、济源市人民医院、济源
市万瑞人力资源公司等单位
的新增人员集中缴费难题，
征缴社保费 2700 多万元，成
功完成了 7000 多份的社保费
完税凭证的开具工作，做到
了既解决缴费人燃眉之急，
又避免社保费征缴高峰期的
人员拥堵，使缴费人和纳税
人真正体会和享受到改革红
利的实惠，赢得了广大群众
的点赞。

这件小事只是税务部门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质
量的一个缩影。新机构挂牌
成立以来，济源市税务局把

“纳税人满意”作为工作的出
发 点 、落 脚 点 ，转 变 服 务 理
念，延伸服务触角，在落实政
策、简便办税、优化服务上下
功夫、出实招，从缴费人和纳
税人实际需求入手，主动服
务、灵活服务、细化服务。该
局 对 内 ，以 学 促 行 、以 学 提
效、学做结合，持续推动纳税
服务工作优化；对外，为纳税
人提供预约服务、延时服务、
限时服务、提醒服务、上门服
务等措施，建立“急事急办、
特事特办”绿色通道制度，通
过改革红利释放、创新动力
资源、优化办税服务、提高办
事效率，在税务部门和纳税
人之间架起了一座互助共赢
的“税企连心桥”，为构建和
谐征纳关系、优化税收营商
环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深
受纳税人的好评。

本报讯 自今年 6月底正式实施留抵
退税政策以来，鹤壁市税务局坚持“机构
改革，服务先行”工作理念，简化流程，提
质增效，成功为全市7户企业办理留抵退
税 6814 万元，圆满完成了全市增值税留
抵退税工作。

据悉，今年 6 月 27 日，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 2018 年退还
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明确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
和研发等现代服务业，以及电网企业的
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鹤壁市
税务局迅速对相关企业进行了走访宣
传，安排人员专职负责退税工作，按照政
策要求及时为企业办理退税，将“减负”
红包变成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助力
企业发展壮大。

“感谢国家的优惠政策，感谢税务部
门的高效率工作，这一大笔退税解决了
我们的燃眉之急。”鹤壁华石联合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收到 4225 万元留
抵退税款后激动地说。该公司煤焦油
综合利用项目是该市重点建设项目之
一，是河南省“十三五”时期清洁能源重
大项目，对全市推进供给侧改革，打好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培
育发展新能源，拓展发展新空间具有重
要意义。该公司长期以来持续加大高
端制造能力升级的投入，形成巨额留抵
税额，是鹤壁市办理留抵退税金额最大
的企业，占全部退税金额的 62%。退税
到位后，将有效缓解企业当前的资金压
力，助推企业平稳发展和产业升级。

（何蕾蕾 贾正威）

本报讯 自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焦作市解放区税务局高度重
视，结合税收工作职能，全力推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

加强组织学习，提高思想认识。
该局先后召开扫黑除恶专项工作推
进会、“百日会战”动员会、协调会以
及领导小组例会等，由主管领导对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阶段工作进行安
排部署，提高全局干部职工对专项斗
争工作的认识。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工作氛围。
该局累计公布举报电话 1 部，公布举
报箱 9 个，悬挂标语 8 条，张贴图片 16
张，制作展板 10 块，发放宣传资料
13000 余份，并在办税服务厅电子显
示屏滚动播放宣传内容，积极向辖区
纳税人宣传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重大意义，倡导纳税人诚信经营，
依法纳税。

结合税收工作，搞好三个结合。
与清理欠税相结合，将长期欠税不缴
或不按要求清理欠税的纳税户上报
区扫黑办；与审计结果相结合，将审
计发现的应征未征税款及时查补入
库；与案件移送相结合，将已达移送
标准且难以执行的部分稽查案件移
交区扫黑办，以不断增强纳税人的税
法遵从度，净化税收经济环境。

（毛雷）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放管
服”改革要求，中牟县税务局多举措持
续提升税收征管效率和纳税人满意度。

练好政策宣传落实的“基本功”。
该局利用周末休息时间，组织一线税务
人员开展政策学习和操作演练，针对疑
难问题相互交流，确保窗口工作人员都
能熟练掌握每一类业务的办理流程。
唱响提升工作质效的“好声音”。该局
各部门协调配合，充分利用网格化、大
走访，定期开展入企服务，进行“点对
点”“一对一”辅导，认真了解企业在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解读各项税收优惠政
策，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打好优化税收服务的“组合
拳”。该局结合工作实际，优化窗口柜
台设置，在业务办理高峰期间，开办业
务办理小厅，科学分配窗口人员，引导
纳税人错峰分流，并大力推进网上办
税。

（魏东东）

近日，郑州市二七区税务局在服务社
保费缴费工作方面大力推广使用“全民付”
自助缴费，让缴费变得更加便捷。社保费
缴款人在“全民付”自助缴款后，可持凭条
打印缴费凭证。图为缴费人在该局税务人
员辅导下查看打印的缴费凭证。

赵哲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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