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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春风暖
助力企业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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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为创业就业打开新天地
□河南法制报记者 赵显 黄慧 通讯员 胡冰 贾正威
小微企业是发展的生力军、就业的
主渠道、创新的重要源泉。减税降费工
作启动后，我省明确对小微企业按 50%
顶格减征“六税两费”，并先后出台了一
系列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
税收政策。近日，河南法制报记者在跟
随税务部门走访我省部分企业时发现，
减税降费政策的逐项落地，在帮助企业
轻装前行的同时，也为广大劳动者创业
就业打开了新天地。

减税降费
为企业发展送来“及时雨”

红利共享为在职者提升待遇
如何提高员工能力、活力和动力，
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课题之一。
减税红利到手后，资金多了、负担降了，
不少企业选择通过提升薪金待遇、改善
发展环境让员工分享红利、提升干劲，
实现员工和企业共同成长。
外出拓展培训是河南东方中原科
技有限公司培育企业文化、提高员工素
质的固定项目。2019 年，该公司将拓展
培训的目标由“省”内外升级为“国”内
外。这一个字的变化背后，是全年预计
70 余万元税负下降催生的硬底气。

5 月 10 日上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税务局
联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文教卫体局，走进
郑州一中国际航空港实验学校开展“税法进校园”
活动，
为该区首个青少年税法宣传基地揭牌。
沈倩 摄影报道

做足功课

税收优惠助创业者站稳脚跟
资金短缺等困难引发的生存压力，
一直是创业者的最大“命门”。大规模
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为创业者送来了
“及时雨”，助力他们在创业路上站稳脚
跟、踏实前行。
今年 29 岁的许华朋是河南盛通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2015 年，他趁
着年轻开始在家乡创业，从此和税务部
门结下了不解之缘。没有充足的资金，
税务人员及时告知其最新的优惠政策
让企业尽快享受，特别是今年新出台的
小微企业普惠性优惠政策，让这个每张
订单平均只赚几十元、年利润不足 10 万
元的小公司一年将少缴纳 3 万余元的税
款。税负下降后，该公司在人力、物力
的扩充升级上有了更多选择空间，他的
创业之路也将愈加平坦。

企业发展让求职者机遇多多
招贤纳士、招兵买马，有了减税降
费政策输送的“硬通货”，很多企业都在
“摩拳擦掌”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人力需
求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将为求职者提
供更多的岗位和机遇。
在河南大学举办的春季双选会上，
报名参会的用人单位 1300 余家，明显高
于往年。河南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
主任李从国表示：
“2019 年全省高校毕
业生将突破 61 万人，尽管形势严峻，但
我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特别是大规模
减税降费政策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用人
成本，有利于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另一大就业群体农民工也将因减
税降费而受益，特别在脱贫攻坚进入深
水区的 2019 年，减税降费为支持农村贫
困劳动力就业再添“薪柴”。
为助力脱贫攻坚，
河南新亚服装有限
公司在鹤壁市各乡镇村设立农村卫星加
工厂 38 个，每个工厂可为农村剩余劳动
力提供近百个就近就业岗位，
其中安置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191人，
已脱贫173人。

本报讯 减税降费的“及时雨”滋
润着小微企业发展的沃土，小微企业
发展环境再次得到提升。为保障减税
降费工作基础牢靠，鹤壁市淇滨区税
务局及时把握减税降费、
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等最新政策与措施，积
极组织业务学习培训，内部开展减税
降费政策解读，同时对辖区内纳税人
连续举办了 10 余场减税降费政策辅
导专题培训会，以最新的小微企业普
惠性税收减免政策和相关业务办理
为主要内容，就增值税小规模纳税免
税标准提高等“六税两费”减征政策
进行详细解读。听完培训的王先生
也不禁感慨道：
“ 减税降费政策措施
让我们的企业更加有信心地发展下
去，
给国家的好政策点赞。”
（常超杰）

帮助纳税人算好“收益账”

税收宣传月期间，印刷有减税降费宣传标语的公
交车正式发车，跑遍济源的大街小巷。济源市税
务局已累计投放宣传标语广告上千条，宣传范
围扩大至济源全市。 郑传杰 摄影报道

打出廉政教育“三张牌”
本报讯 在廉政教育活动
中，郑州市金水区税务局党
委接连创新打出廉政教育
“三张牌”，教育干部职工始
终抱定为国聚财、为民收税
的初心，为税徽增光，争做新
时代尽责敬业的税务人。
打出一心为民的“榜样
牌”。该局组织全体中层以
上党员干部赴焦裕禄干部培
训学院参观学习，观看专题
访谈片《我眼中的焦裕禄》，
不断强化廉洁奉公意识。打
出家庭助廉的“亲情牌”。该
局组织召开了以亲上加“清”

为主题的家庭助廉座谈会，
邀请 15 个税务分局的家属代
表参加座谈，家属代表写下
了“清正廉洁，亲上加清”的
廉政寄语，表达了要与亲人
共同筑好家庭防线，远离贪
腐 、守 住 幸 福 的 美 好 愿 望 。
打出形成合力的“监督牌”。
该局领导干部与局内各单位
负责人进行“一对一”廉政谈
话，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个人廉洁自律等情况，提高
廉政风险防控意识，把党风
廉政建设贯穿税收工作始
终。
（陈继烈）

上门辅导 贴心服务纳税人
本报讯 为给纳税人提供
优质便捷服务，近日，中牟县
税务局业务骨干及电子发票
服务公司一行人到河南万邦
国际农产品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上门辅导，贴近一线
解决纳税人的实际难题。 辅
导人员向企业介绍了增值税
电子普通发票的相关政策及
使用方法，听取了企业在使

用电子发票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由服务公司技术人员对
纳税人开票系统进行了调
试，并现场解答了企业咨询
的关于预付卡充值、免税农
产品范围、
“ 进门费”适用税
率等政策疑问，细致全面的
纳税服务得到了纳税人的充
分肯定。
（李梦怡 魏东东）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措施，
确保各项政策
“红包”
精准落袋，
新
乡市税务局从送政策、
强辅导、
优服务
三方面着力，
帮助纳税人算好
“收益账”
。
一是备
“好”
政策礼包。该局对降
费政策条文和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梳理，
分类印制发放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
免政策的宣传解析资料。二是做
“足”
宣传辅导。该局宣传辅导提前跟进，
举
办
“一竿子到底”
培训，
开展宣传辅导进
两会、
进学校、
进企业等活动；
抽调岗位
能手和业务精兵组建减税降费咨询团
队，
随时随地答疑解惑。三是提
“升”
服
务水平。该局设立专人专岗专窗，
组建
业务和技术支撑团队常驻大厅，
提供业
务咨询，
解决技术难题，
打造
“一条龙”
“套餐式”
服务；
建立多种服务制度，
针对
“难点”
“堵点”
，
开方施策。
（吉喆 邓华）

四个强化
为政策落地提供纪律保障
本报讯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
务局纪检组积极发挥职能作用，
主动担当
作为，
坚持
“四个强化”
，
为减税降费政策
落地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强化思想认识。该局纪检组自觉
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把落实好减税降
费工作作为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强
化廉政教育。该局深入开展党规党纪
教育，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政意
识、规矩意识。强化监督检查。该局
纪检组加强对同级党委、领导班子成
员、党支部、普通党员干部等 4 个层面
落实减税降费工作情况的监督。强化
执纪问责。该局纪检组严格落实税务
总局“六个一律严查严处”要求，出现
问题严肃查处问责。
（郭光辉 董霞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