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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减税降费 我区138万户企业受益
新报讯（记者 刘 睿）
2月15日，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
区减税降费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
从今年起我区
推出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
降费政策，
经测算，
该政策将
惠及我区138万户企业，从
2019年起，
每年将为企业减
轻税费负担72亿元左右，
3年
累计减税降费216亿元。
据介绍，此次新出台
的小微企业税费优惠政策
涉及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
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和小型微利企业所得
税，共8个税种、两个附加，
政策优惠期从2019年1月1
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共3
年。
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进
一步放宽了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免税标准，
由月销售
额3万元提高至10万元。进
一步放宽了企业所得税小

型微利企业的标准，
将年应
税所得额由原来的不超过
100万元，
提高至不超过300
万元。加大了优惠力度，
进
一步增强纳税人获得感。
对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在增
值税免税标准提高的同时，
授权省级政府最高可按
50%的比例减征地方“六税
两附加”
，覆盖了小规模纳
税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主
要税种。另外，还规定了政
策可以叠加享受，
已享受地

方税及附加优惠政策的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还可
叠加享受本次地方新出台
的减征优惠。
据了解，此次减税降
费将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
当前，全区60%以上的
GDP、 近 70% 的 税 收 、近
60%的城镇就业均来自民
营经济，民营企业占全区
市场主体的97%。从2019年
到2021年，
在自治区权限范

围内加大减税力度，
降低涉
企收费。
包括对小型微利企
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
万元
的，免征
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经自治区政府批准后，
按现
行标准80%调整城镇土地
使用税税额标准；
对月销售
额不超过3万元
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
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自治区权限审批的涉企行
政事业性收费实现零收费

（含100万元）

万元）

（按季纳税9

等。
只要是符合条件的纳税
人和缴费人，
享受小微企业
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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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人和缴费
人如有疑问可拨打12366纳
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同
时，
我区还在各办税厅设置
了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落实
咨询服务岗，及时解疑释
惑。

十四冬倒计时一周年：呼伦贝尔冰雪草原欢迎您！
（上接1版）
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 《我们来了》
《九州同此刻》
《一起飞翔》
《相约银色世界》
《冬天的童话》和《冰雪上
的火焰》6首十四冬宣传歌曲，这6首歌曲充分体现出
冰雪运动元素和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主旨精神，
体现出内蒙古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展现出运
动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内涵。另外，十
四冬两套宣传画涵盖了本届冬运会7个大项15个分项
的剪影，流畅的图形线条巧妙地展现出冬季运动韵
律，冰上运动的灵活优雅、柔美流畅，雪上项目的惊险
刺激、动感激情，让人们感受到冰雪运动的无限魅力。
现场还播放了十四冬宣传片及十四冬形象大使祝福
视频，并宣布十四冬官方网站正式上线运营，举行了
市场开发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宁指出，第十四届全国冬
季运动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绿色
共享 开放 廉洁”北京冬奥会、
“办赛精彩 参赛也要
出彩”、
“全项目参赛”和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重要
指示的具体实践；是展示我国冰雪项目发展新成就和
我国筹办冬季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能力水平的平台和
窗口，是备战北京冬奥会的前哨站、练兵场和比武台。
国家体育总局将把十四冬竞技比赛项目与北京2022
年冬奥会项目全面对接，
实现全项目办赛。

萌娃闹元宵
2月17日，小朋友和父
母一起制作花灯迎接元宵
节的到来。当日，呼和浩特
市老牛儿童探索博物馆举
办了“萌娃闹元宵”主题活
动，小朋友们制作元宵、花
灯，体验舞狮子、扭秧歌、
剪窗花等非遗项目，感受
元宵节传统文化。
摄影/本报记者 牛天甲
司法厅：
建设法治政府 全面推进依法治区
新报讯（记者 郑慧英）
2月15日，自治区司法厅召
开全区司法行政工作会
议，总结和谋划全区司法
行政工作。
2018年，自治区司法
厅在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
建立了乌兰察布籍外出务
工法律服务中心，为岱海
水生态综合治理组建优质
法律顾问团的基础上，进
一步推进呼伦湖、乌梁素

海、岱海“一湖两海”法律
服务，重点发挥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等作用，为地方
党委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
提供精准法律服务，
着力打
好蓝天、
碧水、
净土保卫战。
同时，
加大
“法律扶贫”
工作
力度，
在扶贫攻坚的关键之
年，
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发挥4K智能机顶盒
等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的作
用，
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

未来三天有小雪
新报讯（记者 马丽侠
实习生 施 卉） 俗话说
“正月十五雪打灯”
，记者2
月17日从内蒙古气象局了
解到，
在即将到来的元宵佳
节，
我区多地将有小雪天气
过程，
纷纷飘扬的小雪将更
加增添节日喜庆的气氛。

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法律
服务；
整合律师、
公证、
司法
鉴定、
仲裁、
司法所、
人民调
解等法律服务资源，
尽快建
成覆盖全业务、
全时空的法
律服务网络，切实打通“最
后一公里”。
2019年，自治区司法
厅将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
工作主线，全面推进依法
治区，加快建设法治内蒙
古；把服务党委政府中心

工作、服务基层、服务群众
“三项服务”作为着力点，
不断提升司法行政整体服
务能力和工作水平；把构
建维护安全稳定工程、人
民群众满意工程、信息化
建设工程、队伍建设工程、
建国七十周年重点工程
“五大工程”作为根本支
撑，努力打造司法行政法
治化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
新格局。

我区正月十五雪打灯

据内蒙古气象部门预
计，
17、
18日两天，气温开始
回升，
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
在零下13摄氏度至零下7摄
氏度之间，
最高气温有望攀
升至零摄氏度以上，
较前几
日普遍升温2~6摄氏度。预
计今年元宵节前后，
巴彦淖

尔市东南部、
鄂尔多斯市东
部和南部、包头市南部、
呼
和浩特市、
乌兰察布市中部
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
赤峰市、
通辽市南部都将有
小雪出现，
有助于增添节日
喜庆的气氛，
但市民外出时
需注意交通安全。

另外，预计未来一
周，内蒙古大部地区的气
温还将有所上升，但由于
此前刚刚出现降雪，而且
积雪比较松软，部分路段
可能出现风吹雪天气，对
能见度有影响，相关部门
和公众应加强防范。

我区首例外国人网上预约申请签证成功办理
新报巴彦淖尔讯（记者 白忠义） “真是太感谢
你们了，业务办理很迅速，这里的服务人员友善热情，
办理签证业务太方便了，巴彦淖尔出入境管理部门太
棒了！
”
2月15日，临河区阿斯顿英语学校外教玛莉亚
高兴地说。
当日，通过“出入境+可信身份认证”平台预
约申请办理签证，玛莉亚的儿子安杰洛成为全区首位
通过网上预约办理签证业务的外国人。
据了解，推行“出入境+可信身份认证平台”是公
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的一项新的便民举措，平台集
互联网、出入境政务和可信身份证三位一体，通过“实
人+实地+实证”三实登记，进一步提高办证准确性便
利性。涉外单位认证通过后，即可为单位接待的外籍
人员预约办理签证业务，根据预约时间到出入境大厅
办理，同时，还可以自助申报外国人临时住宿登记信
息。这些过去必须亲自前往派出所、受理窗口办理的
业务，
依托
“出入境+可信身份认证”平台，让满足条件
的外籍申请人“只跑一次”即可完成各个环节的受理
和流转，办理时间较之前缩短30%。
据了解，此项举措是巴彦淖尔市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部门继推出预约上门办证、
双向速递后，
在落实公安
“放管服”改革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为落实“马上办、网
上办、
就近办、
一次办”
等便民服务措施顺利实施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