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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再推一批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
文/新华社记者 申 铖

1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一批
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
措施。此次推出的减免政
策有哪些特点？与此前相
比，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有何变化？针对
上述问题，1月18日，财政
部税政司、国家税务总局
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接
受了记者采访。

增强企业获得感

小微企业是发展的生
力军、就业的主渠道、创新
的重要源泉。两部门有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推出的
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
政策，是今年减税降费政
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更大
力度减税的重要体现，重
点聚焦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突出普惠性实质
性降税。在小微企业减税

政策中，进一步放宽小型
微利企业条件。这次小微
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减税，
惠及1798万家企业，占全
国纳税企业总数的95%以
上，其中98%是民营企业，
我国绝大部分企业主体都
能够从这个政策受惠。

二是实打实、硬碰硬，
增强企业获得感。将现行
小微企业优惠税种由企业
所得税、增值税，扩大至资
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8个税种
和2项附加。同时，在降低
小微企业实际税负的同
时，引入超额累进计税办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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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应纳
税所得不超过300万的企
业税负降低50%以上。小微
企业四项政策均可追溯享
受，自今年1月1日起实施。

三是切实可行、简明
易行。在小微企业所得税
政策方面，通过扩范围、加
力度，直接降低实际税负，
增强小微企业享受优惠的
确定性和便捷度，减少税
收遵从成本。小规模纳税
人增值税免税标准, 直接
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
10万元。初创科技型企业
优惠政策，也是直接提高
标准、放宽范围。同时，兼
顾地方财力差异，采取了
允许地方可在50%幅度内
减征6项地方税种和2项附
加的措施。

激发市场活力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
大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的税收优惠力度，逐步将
其免税标准提高至月销售
额3万元。

两部门有关负责人表

示，本次进一步将其免税
标准提高至月销售额10万
元，免税政策受益面大幅
扩大，且税收优惠方式简
明易行好操作，将明显增
强企业获得感，更大激发
市场活力，支持小微企业
发展壮大，更好发挥小微
企业吸纳就业主渠道的关
键性作用。

此外，与此前相比，这
次出台的小型微利企业所
得税优惠力度也进一步加
大。一方面，放宽小型微利
企业标准，扩大小型微利
企业的覆盖面；另一方面，
引入超额累进计算方法，
加大企业所得税减税优惠
力度。

举例来看，一个年应
纳税所得额为300万元的
企业，此前不在小型微利
企业范围之内，需要按25%
的法定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75万元，按照新出台的

优惠政策，如果其从业人数
和资产总额符合条件，其仅
需缴纳企业所得税25万元，
所得税负担大幅减轻。

扩展部分企业享受范

围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
此次出台的减免政策，投
资初创科技型企业享受优
惠政策范围将进一步扩
展，投向这类企业的创投
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可享
有更多税收优惠。

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
个人投向初创科技型企业
可按投资额的70%抵扣应
纳税所得额。政策调整前，
初创科技型企业的主要条
件包括从业人数不超过200
人、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
均不超过3000万元等。

两部门有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调整将享受创业

投资税收优惠的被投资对
象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从
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
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
过5000万元的初创科技型
企业，与调整后的企业所
得税小型微利企业相关标
准保持一致。

此外，两部门有关负
责人明确，已经享受了原
有地方税种优惠政策的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
进一步享受本次普惠性税
收减免政策，两类政策可
叠加享受。

以城镇土地使用税为
例，对在城镇土地使用税
征税范围内单独建造的地
下建筑用地，暂按应征税
款的50%征收城镇土地使
用税。在此基础上，如果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进一
步对城镇土地使用税采取
减征50%的措施，则最高减
免幅度可达75%。

搜索关键词明明看到
文章却打不开，点击文章
发现文不对题，污点不断
的新闻人物铺天盖地都是
正面报道……这些蹊跷事
的幕后推手就是传说的

“网络水军”。
湖北、福建等地警方

近日相继破获“网络水军”
团伙犯罪案件，揭开了“网
络水军”非法经营的手法
和套路。“新华视点”记者
调查发现，“网络水军”明
码标价，通过删帖、发帖，
有的用几十万元就能“操
控”舆情。

大案揭开删帖发帖手

段

湖北省公安厅近日通
报了一起公安部督办的跨
8省市特大“网络水军”非
法经营案，荆州警方抓获
涉案人员13人，初步查清
涉案资金3000余万元。福
建莆田警方侦破的“网络
水军”团伙犯罪案件中，查
清炒作网络舆情事件215
起，关停非法网站100个。

据警方介绍，“网络水
军”主要通过有偿删帖和
恶意发帖等谋取暴利，他
们先与客户谈好需要删除

多少不利信息、在多少个
站点发布多少篇幅的负面
信息等，然后利用掌握的
渠道资源进行删除或发布
等。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
水军”通过多种手段达到
删帖的目的。一是彻底删
除。这些帖文无法通过关
键词搜索到，输入此前的
链接也无法再打开网页。
二是屏蔽。对搜索引擎快
照进行删除，虽然帖文内
容仍然存在，但通过关键
词搜不出来，如直接输入
链接还可以打开网页。三
是替换。通过技术手段对
搜索引擎的部分快照进行
更改，使相关帖文的标题
和快照内容变成完全无关
的内容，降低网民的点击
意愿，以此达到类似屏蔽
的效果。另外，有些“网络
水军”发布委托人的正面
帖文，并利用流量点击、频
繁转发等手段使这些内容
位于前端页面，使相关负
面信息“下沉”，降低负面
信息的曝光率。

“发帖”是“网络水军”
另一种牟利手段。警方调
查发现，一些公司为了商
业竞争，雇佣“网络水军”
批量发布竞争对手的负面

信息。例如，厦门警方侦破
的一起案件中，“水军”多
是利用资讯、问答、百科网
站或小视频软件等发布、
推广负面文章，帮助客户
打击竞争对手。

几十万元操控舆情

记者调查发现，雇佣
“网络水军”的以企业居
多，目的是为了在激烈的
商业竞争中获胜，或是为
了消除负面舆情。福建省
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网
安大队民警苏锋介绍，曾
有企业在参与政府项目竞
标过程中组织“网络水
军”，大量发帖恶意攻击，
导致竞争对手失败并损失
逾百万元。

这些企业多数通过
“公关公司”雇佣“网络水
军”。荆州警方先后查处4
家涉案“公关公司”，抓获
犯罪嫌疑人11名。这4家公
司号称为客户提供网上舆
情优化服务，雇佣“网络水
军”批量清理对客户不利
的网络信息。

据了解，“网络水军”
在一段时间内舆情控制一
般收费几十万元。荆州查
处的案件中，有时一个项

目收费多达100多万元。
“水军”接单后，会以

委托企业的名义向网站发
函，申诉相关网帖不实或
侵权，提出如不删除将提
起诉讼，一些网站为减少
麻烦就直接删帖。

此外，“水军”还会贿
赂网站管理员、版主、吧主
等。办案民警介绍，有医院
想删掉网上负面信息，诸
如“只需要花100块就能治
好的病，在这家医院花了
好几百都没效果”之类的
内容，“水军”对接网站管
理员“给好处”删帖。“大的
网站删一条一般收两三千
元，小网站一般收四五百
元。”这位民警说。

据了解，“水军”收益
颇丰。有团伙规定，成员月
营业额超过10万元的可提
成25%，有的成员月提成最
高达7万多元。

为了提高收益，有的
“网络水军”团伙还自建网
站，掌握信息发布、删除
权。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
刘某炜，通过自建或帮助
他人建设非法网站等手
段，违规集纳、采编发布负
面信息，共掌握控制“今日
中国焦点”“民主法治网”

“华人法治”“质量中国网”

等100个网站的信息发布、
删除权。

2018年 1月至6月期
间，钟某玲、赵某玲、刘某
兵等人以每条帖文40元至
50元的价格接单后，再以每
条帖文20元至30元的价格
委托刘某炜进行发帖。仅半
年时间，这一“水军”团伙就
炒作事件215起，有偿发布
帖文近3000条，给涉事个
人、企业以及正常网络秩序
造成严重影响，刘某炜从中
牟利30余万元。

强化全链条治理

不少办案民警表示，
由于网络删帖即时性很
强，已删除的帖文链接无
法打开，甚至正在进行的
删帖行为很多都是“秒
删”，取证工作难度极大。

周龙、苏锋等多位办案
民警认为，维护网络正常秩
序必须强化“全链条”治理，
除打击“网络水军”之外，对
恶意雇佣“网络水军”发布
虚假信息的企业和个人，以
及参与其中的“公关公司”、
网络管理员等，都要加大打
击和惩处力度。

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翼腾认为，对于“网

络水军”编造、传播虚假信
息等行为，造成不利影响
和后果的，根据侵权责任
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
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
需要承担民事责任；通过
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
息服务，或者明知是虚假
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
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
达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规定程度的，根据不同
的行为情节和严重程度，
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寻
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和
其他刑事犯罪。

由于“网络水军”多是
跨地区、网络化开展行动，
客观上增加了打击难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等多位专家建议，
市场监管、网信、公安等部
门要形成监管合力，建立
长效监管合作机制，打造
跨部门、跨地域的信息共
享机制，形成无缝对接、有
机衔接的打击“网络水军”
的合作机制。

揭秘网络水军删帖产业链
文/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王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