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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再推减税大单：全年总量将超38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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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
月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会议决定推出进
一步减税措施，包括将增
值税税率由四档减至17%、
11%和6%三档，持续推动实
体经济降成本增后劲。

农产品天然气增值税

率降至11%

具体减税措施包括6
个方面，首先是继续推进
营改增，简化增值税税率
结构。从7月1日起，将增值
税税率由四档减至17%、
11%和6%三档，取消13%这
一档税率；将农产品、天然
气等增值税税率从13%降
至11%。

如6方面措施全部到
位，加上全面推开营改增
试点，今年前4个月翘尾减
收，预计全年将再减轻各
类市场主体税负3800多亿
元。此前，一季度已出台了
降费2000亿元的措施。

去年全面推开营改增
试点，仅此一项，全年降低
企业税负5700多亿元，所
有行业实现税负只减不
增。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继
续提出，今年赤字率保持
不变，主要是为进一步减
税降费，全年再减少企业
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
收费约2000亿元。

在减少涉企收费方
面，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
了5项具体措施，包括全面
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取
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基
金，授权地方政府自主减
免部分基金等。

减税对象主要体现在

4个方面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
共财政研究院执行院长刘
小川表示，6项减税措施属
于结构性减税，对基础、民
生、科技创新等领域重点
给予政策优惠。

出台政策的背景可能
有两个，一是国际方面，特
朗普上台后出台了很多税
收优惠措施，这对其他国
家是个压力，为了提高本
国竞争力，这些国家也可
能会出台相关措施；二是
我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从过去粗放性增长转
向精细化，通过结构调整
奠定经济发展的基础。因
此，这次在之前营改增普
遍减税基础上做的结构性
减税，措施是有针对性的。

减税对象主要体现在
4个方面：一是基础产业，
比如农业、医药等与百姓
相关的产业，取消增值税
13%的档，其范围主要是农
业、农产品加工、医疗等方

面。二是对小微企业，这一
直是国家关注的重点，我国
90%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
型企业，吸纳就业人口多，
在完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
势，需要国家扶持。三是对
科技创新企业，涉及两项减
税政策，力度更大。四是延
长对制造加工支撑的产业
的优惠政策，像物流等。

刘小川认为，这次被
纳入减税范围的企业享受

的减税额度可能会大一
些。同时，预计政策最终产
生的减税总量不只3800亿
元。因为现在测算的基础
是现有企业，但政策出台
会产生刺激效应，刺激新
的投资人进入这个行业，
企业数量会进一步增加。

6项减税举措

1.继续推进营改增，简

化增值税税率结构。
从今年7月1日起，将

增值税税率由四档减至
17%、11%和6%三档，取消
13%这一档税率；将农产
品、天然气等增值税税率
从13%降至11%。同时，对农
产品深加工企业购入农产
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
避免因进项抵扣减少而增
加税负。

2. 扩大享受企业所得
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
围。

自2017年 1月 1日至
2019年12月31日，将小型
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
元，符合这一条件的小型
微利企业所得减半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并按20%优惠
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3. 提高科技型中小企
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比例。

自2017年 1月 1日到
2019年12月31日，将科技
型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
新产品、新工艺实际发生
的研发费用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由
50%提高至75%。

4. 对创投企业和个人
开展税收优惠试点。

在京津冀、上海、广
东、安徽、四川、武汉、西
安、沈阳8个全面创新改革

试验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
开展试点，从今年1月1日
起，对创投企业投资种子
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
可享受按投资额70%抵扣
应纳税所得额的优惠政
策；自今年7月1日起，将享
受这一优惠政策的投资主
体由公司制和合伙制创投
企业的法人合伙人扩大到
个人投资者。政策生效前2
年内发生的投资也可享受
前述优惠。

5. 商业健康保险个人
所得税税前扣除试点政策
推至全国。

从今年7月1日起，将
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
税前扣除试点政策推至全
国，对个人购买符合条件
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
出，允许按每年最高2400
元的限额予以税前扣除。

6. 部分税收优惠政策
延长至2019年底。

将2016年底到期的部
分税收优惠政策延长至
2019年底，包括：对物流企
业自有的大宗商品仓储设
施用地减半计征城镇土地
使用税；对高校毕业生、就
业困难人员、退役士兵等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按规
定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
人（企业）所得税等。

（据新华社报道）

中办国办：官员要如实报告家事家产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
事项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
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对此，中组部有关负责人
就上述两项党内法规回答
记者提问时透露，新规对
报告对象的范围作适当调
整，央企领导班子成员及
中层管理人员，都要如实
上报“家事、家产”。中组部
该位负责人称，与2010年
印发实施的《关于领导干
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
定》相比，新修订的《规定》
对于报告对象的范围、报
告内容等，均作出调整。

报告对象：突出党政

领导干部

中组部该位负责人表
示，对于报告对象的范围，
新修订的《规定》体现出

“一突出、两调整”特征。
“一突出”就是突出党

政领导干部这个重点。党
政机关县处级副职以上干
部，都要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的报
告对象，范围同党政机关
一致。这充分体现对党政
领导干部从严管理的要
求，对公共权力从严监督
的要求。

“两调整”就是将未列
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
民团体、事业单位的报告
对象范围，调整为领导班
子成员及内设管理机构领
导人员；将国有企业的报
告对象范围调整为中央企
业的领导班子成员及中层
管理人员、省管和市管国
有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

与2010年版的规定相
比，新修订的《规定》以是
否为参公管理单位为界
限，将人民团体和事业单

位区分为两类，参公管理
的，处级副职以上人员都
要申报；未参公管理的，领
导班子成员及内设管理机
构领导人员要申报。至于
国企，则按央企、省管和市
管国企划分，央企的领导
班子成员及中层管理人员
要申报；省管和市管国企
的领导班子成员要申报，
未涉及中层管理人员。

报告事项：突出与权

力关联紧密的家事

2010 年版的规定提
出，领导干部要申报8项

“家事”，6项“家产”。
8项“家事”包括婚姻

变化情况，持有因私出国
（境）证件的情况，因私出
国（境）的情况，子女与外
国人、无国籍人通婚的情
况，子女与港澳以及台湾
居民通婚的情况，配偶、子
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

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包括
配偶、子女在国（境）外从
业的情况和职务情况，配
偶、子女被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情况。

6项“家产”包括工资
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
等，从事讲学、写作、咨
询、审稿、书画等劳务所
得，本人、配偶、共同生活
的子女的房产情况，本
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
女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
持有有价证券、股票、期
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
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的
情况，配偶、共同生活的
子女投资非上市公司、企
业的情况，配偶、共同生
活的子女注册个体工商
户、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
企业的情况。

中组部该位负责人
说，新修订的《规定》总体
上还是报告14项内容，但
有的项目作了进一步明

晰、补充完善，个别项目合
并调整，“更突出与领导干
部权力行为关联紧密的家
事、家产情况”，要求申报
国（境）外的存款和投资
等。

组织处理：处分影响

期分5级

新修订的《办法》，“为
今后严肃处理不如实报告
的行为划出了底线，亮出
了红线，为更加有效地强
化查核结果运用提供了遵
循”。

据介绍，新《办法》明
确界定“漏报”、“瞒报”之
间的界限。“漏报”属于“少
报告”，“瞒报”则属于“未
报告”，“瞒报属于主观故
意，是对组织不忠诚老实
的体现，所以在组织处理
方面体现了加重的原则。
对隐瞒不报情节较重或查
核发现涉嫌其他违纪问题

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等追究纪律责
任”。

同时，新制定的《办
法》明确了不如实报告的
处分影响期，即官员如果
因为不如实申报受到处
分，这个处分要“背”多
久。

处分影响期分为5个
级别：受到诫勉处理的，半
年内不得提拔或者进一步
使用；受到取消考察对象
（后备干部人选）资格处
理，一年内不得提拔或者
进一步使用；受到调离岗
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
处理，一年内不得提拔；受
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
得提拔；受到纪律处分，依
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等规定执行。

同时，新《办法》强调
“凡提必核”，即提拔领导
干部须核实其申报的个人
有关事项。（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