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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还注重调动各方面力量
积极资助和支持疫情防控，允许应对疫
情的捐赠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
前全额扣除、对无偿捐赠应对疫情的货
物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城建税、教育费
和地方教育附加。

第二批政策主要聚焦减轻企业社保
费负担，目的是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增强
其复工复产信心。阶段性减免企业养
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对中小微
企业实施不超过5个月的免征，对大型企
业等其他参保单位实施不超过3个月的
减半征收。

第三批政策主要聚焦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目的是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助
其渡过难关。这批政策共3项：一是3月
1日至5月底，免征湖北省境内小规模纳
税人增值税，其他地区征收率由3%降至
1%；二是个体工商户按单位参保企业职
工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参照中小微
企业享受减免政策；三是对受疫情影响
发生重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
重大影响的中小企业，部分或全部减免
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在便利化举措方面，我局在积极落
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基础上，聚焦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服
务自治区社会经济发展大局方面主要采
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送政策问需求。对支持疫情防
控期间国家和自治区出台的税费优惠政
策，通过我局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i税
服务平台、网络纳税人学堂等渠道，以网
络直播、微课、微视频、动漫提示等形式
向全区纳税人、缴费人开展广泛政策宣
传辅导。利用电话、短信、微信、i税服务
平台等方式对全区符合疫情防控优惠政

策的近30万户各类纳税人，就优惠政
策、办理流程、办理渠道等进行精准的推
送提示。对已复工企业，特别是25户生
产、转产疫情防控物资设备的企业利用
电话、短信、微信、i税服务平台等方式进
行一对一、点对点的政策宣传和办税辅
导，征询涉税诉求。

二是延征期防聚集。启动全系统疫
情防控应急预案，向纳税人发布《国家税
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的办税缴费服务提示》，从申
报纳税缴费业务、发票业务、个人所得税
汇算清缴业务、现场办理业务、咨询服务
等五个方面进行提醒。针对二月份重点
防控时期，连续两次延长征期，并对受疫
情影响确实在征期内无法正常办理申报
的纳税人提供容缺式办理延期申报手
续，在依法办理和延期申报后免于加收
滞纳金、免于行政处罚等。根据疫情形
势发展，将三月份征期延长至3月23日，
方便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宜，给予纳税人
充足的申报期间，有效避免办税服务场
所人员聚集。

三是盯电话保畅通。主动向纳税人
公开纳税咨询、税收违法行为举报等六
类公开电话。随机拨测、及时更新，确保
工作时间六类对外公开电话畅通。特别
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保障纳税人
和缴费人咨询有答复、答复要准确、反馈
有响应、监督有渠道。

四是非接触网上办。积极推行“非
接触式”网上办税缴费服务。全区202
项“非接触式”业务均可在内蒙古自治区
电子税务局进行办理。2月初以来，全区
累计办理网上业务199.8万笔，网报率达
到99.21%，网上办税缴费已成为纳税
人、缴费人“首选”。对确需到现场办理

税费事项的纳税人、缴费人，主动推行预
约办、错峰办、容缺办，营造安全放心、便
捷高效的服务环境。

记者：国务院决定实施阶段性减免
企业社保费政策，对于企业来说是实实
在在的实惠。请问税务部门如何确保企
业第一时间享受到这些政策？

刘晓辉：近期国家出台了阶段性减
免企业社保费、医保费政策，是在当前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中，稳企业、稳就业的一项重大举措。内
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正在会同人社、医保
等部门一起狠抓落实，确保企业在第一
时间实打实地享受到优惠政策。

一是积极参与制发方案。我局第一
时间与自治区人社厅、医保局进行对接，
通过深入研究、充分沟通，及时参与制定
并联合印发了我区阶段性减免社保费实
施意见和阶段性减征医保费实施方案。

二是简并优化业务流程。目前，自
治区社会保险事业局正在进行企业划型
工作，待划型名单确定后，我局将第一时
间在征缴系统中增加企业类型标识，后
续还将根据社保经办机构传递的缓缴备
案信息在征缴系统中进行相应标识，对
符合减免缓条件的企业，免填单、免申
请，直接执行减免缓政策，以减轻企业事
务性负担，缓解资金困难。

三是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在自治区
阶段性减免政策发布后，我局第一时间
通过门户网站、微信、短信、i税服务平台
直播、办税服务厅公告等方式和渠道宣
传政策，回应企业关切。

记者：受疫情影响，企业在资金方面
可能会遇到不小问题，我们税务部门在
加强企业信贷资金支持方面都发挥了哪
些作用？

刘晓辉：在支持企业信贷融资方面，
我局主要是通过“银税互动”机制来发挥
作用，依托内蒙古银税互动服务平台，与
银保监局积极行动，联合自治区内各类
金融机构及时推出“助力小微·共克时
疫”银税互动服务，多方共同努力缓解小
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截至目前，已推出
金融产品7个，为2139户小微企业发放
贷款7.49亿元。

一是减环节增效率。将内蒙古银税
互动服务平台中原注册、认证、申贷、授
权、查询、获贷六个环节进一步优化为认
证、授权、结果推送三个环节，精简率达
50%，更便于企业快速操作和快速获贷。

二是直连数通渠道。深度挖掘、拓
展纳税信用信息的增值利用空间，充分
发挥内蒙古银税互动服务平台税务数据
直接推送、贷款网上一站式办理优势，大
力推动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邮储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等金融机
构及时创新推出云义贷、云税贷、纳税e
贷、银税贷、小微易贷、税金贷、小微贷等
线上金融产品，增强了“银税互动”普惠
效能。疫情期间，内蒙古银税互动服务
平台日均受理企业申请170笔以上。

三是强保障不断线。通过线上远程
办公、电话呼转、单人现场值班等方式方
法，实现内蒙古银税互动服务平台稳定
运行、企业随时办理、客服有效接听。及
时辅导企业正确操作、督促金融机构审
批，确保以最快速度完成贷款受理审批
和授信放款。截至目前，通过电话、微信
等应答服务3500余人次。与此同时，及
时向16.5万户平台用户推送税费优惠政
策、疫情防控知识等17次，为企业用好
用足政策、做好疫情防控和加速复工复
产提供有力指导。

就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3月20日是春分节气。俗话说，春
分有雨家家忙，先种瓜豆后插秧。你
看，春之气息已在田野间荡漾开来——

在江南，岭上茶园春茶待采；
在华南，桑基鱼塘万亩如镜；
在西南，桃花杏花竞相开放；
在华北，成片麦田郁郁葱葱；
在东北，白雪之下冻土渐融；
在西北，覆膜保墒备耕正忙；
……
农民朋友们已经开始忙活一年中

的第一个农时。春耕、备耕，就是当下
来自田野的主旋律。请随我们一起走
进田野间的春天吧。

田野绿起来了
皖北平原沃野千里，绿油油的冬

小麦长势正旺。安徽省宿州市意利达
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素兰前
几天刚忙完小麦纹枯病防治，又迅速
切换到“果园管理模式”。在宿州西外
环路旁的果园里，她和十几名工人正
在洁白的杏花丛中修剪果树和施肥。

韩素兰所在的合作社流转了4000
亩土地，其中3000亩种了优质专用小
麦、1000亩是果园，还托管了3万多亩
土地，提供耕种收等全程社会化服务，
当上了“田保姆”。

“疫情给前期田间管理带来一些
影响，但在政府的帮助下，困难都在解
决。”韩素兰说，随着天气转暖，要在做
好防护同时，尽快开展小麦田间管理。

草长莺飞，南方的田野已是一片
生机；在北方，沉睡一冬的黑土地正在
苏醒。

“农户可以往催芽车间送水稻种
子了，不要集中送，大家要分散开。”这
几天，黑龙江省绥化海伦市联发镇的
村屯广播喇叭里，除了提醒做好防疫，
还增加了备耕新要求。

听到广播后，百华村种植户张军

第一时间就把稻种送了过去。“我年前
早早买了稻种，出了正月就把大棚积
雪清掉，打电话定了2000个秧盘。农
时不等人，这几天得筛好营养土，4月
10日左右下籽摆盘！”他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冬小麦是夏粮的
主体，也是每年我国农民收获的头一茬
粮食，而春播粮食面积占到全年一半以
上，能否抓好春季田管和春耕备耕，直接
关系农民收入和14亿人的“米袋子”。

为了做好春耕生产，中央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近期印发
《当前春耕生产工作指南》，要求确保
春播粮食面积，分级分类尽快恢复春
耕生产秩序，分区按时抓好春管春
耕。

天气回暖，春色愈浓。眼下，农民
悉心管理冬小麦、油菜，抢抓早稻育
秧，农资销售进入旺季，蔬菜种植、果
树管理、畜禽养殖等也忙碌起来。“田
保姆”“农管家”提供的集中育秧、代耕
代种、环节托管等服务，为农民们提供
了很大的便利。

力量从八方汇聚
肥上了吗？药打了吗？人雇了

吗？受疫情影响，今年农资运输和人
员流通不畅，不少农户和规模经营主
体面临农资购买运输难、用工难。在
农业农村部开设的防疫期间热线电话
中，这些都是农民经常反映的问题。

在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
利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何凌云和
几名工作人员正忙着给农机做保养。

“我们合作社承担了近2万亩春耕
作业任务。因为疫情影响，技术员一
直没能复工，麦田要除草、农机要检
修，前段时间我特别着急。通过县里
农机化产业微信群反映后，第二天农
机部门就组织人来给农机检修保养，
解了燃眉之急！”何凌云说。

打通人流和物流等堵点，解决农
民关切，各地农业主管部门及时行动，
农业科研院所和高校鼓励就地务农指

导，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夏大伯啊，记得及时翻耕灌水灭

蛹，可以有效防控二化螟！”在湖南省
益阳市赫山区八字哨镇高粱坪村，湖
南农业大学在读研究生祝海竣每天奔
忙在田头，帮助筹备农资、推广农技，
颇受农户欢迎。

受疫情影响，开学时间推迟，湖南
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湖南农业大学成立
了双季早稻育秧及粮食生产指导调研
组，祝海竣成了赫山区指导组成员。

“这是学农学生的义务，也是可贵的基
层实践。”祝海竣说。

特殊之年的春耕备耕，是一场大
考。在聚焦堵点、攻坚克难的过程中，来
自政府、企业等力量正从各方汇聚——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提高了早
籼稻和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农业农
村部会同财政部统筹整合农业项目资
金36.7亿元，各地也出台了相关扶持
政策，积极推动早稻面积恢复；

农业农村部联合交通运输部将农
机具转运纳入应急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范围，承运主体自行打印全国统一的

“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
通行证”后，就可不停车、不检查、不收
费，优先通行；

供销总社对各级供销社发了“动
员令”，要发挥物流优势，打通农资下
乡“最后一公里”，将优质农资送到贫
困户手中；

拼多多日前上线首届“春耕节”，
将补贴3亿元资金，联合数十家农资品
牌，通过“生产线直送田间”的网络直
供模式，补贴生产物资入村下乡。

“云春耕”生机勃勃
往年这个时候，正是农民逛农资大集

的旺季。面对今年“见面难”的新情况，农
民如何把准市场脉搏，产出好品质？

18日上午，黑龙江省富锦市长安
镇大安村的种植户申云强打开手机客
户端看直播，专家正在“田野直播间”
讲解水稻种植技术。他种了 20多年

地，去年315亩水稻都种的圆粒品种，
每斤只卖到1.2元，而长粒品种能卖1.5
元，因此今年准备试试专家推荐的长
粒优质品种。

通过了解最新信息，申云强不仅
改变了种植品种，还改变了对锄草的
认识。“过去看到地里有草我就打药，
这次听专家说整地之前、草快冒出之
前打药的效果好，而且省药、污染少，
我打算试试。”他对记者说。

“指尖上的服务”正在帮助越来越
多农户。数千里之外、北回归线上的
云南省建水县，浙商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谢照长看着地里的“夏黑”葡萄
满脸欣喜，大棚里的早熟葡萄正在转
色，一个月后就要上市了。

“去年这时有不少专家团队到基
地指导，今年技术指导从‘面对面’转
到‘线上’。我们建了微信群，种植户
可以和专家随时联系。”谢照长说，他
们与多家科研院所合作，基地使用水
肥一体化系统，用肥量精确到克，通过
精准管理，实现了同一块地同一品种
在不同时节上市。

当扎根泥土的为农精神与新科技手
段相遇，就产生出一股蓬勃的新力量。

这个春天，各地农技人员通过网
站、手机客户端、公众号、微信群等开
展“线上”指导服务。在农技推广信息
服务平台“中国农技推广”，38万多名
农技推广人员、6000多名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解答技术难
题、提供远程问诊。

草长莺飞，杨柳拂堤。越来越浓
的春意在广袤田野铺展开，千千万万
的“田野直播间”“云课堂”正在贯通农
业生产全过程，农民与科技、与市场的
距离在不断拉近……新变化悄然酝
酿，不仅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也在辛
勤耕耘的农民心里！

（记者 于文静 姜刚 王建
周楠 周勉 杨静）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春 色 最 浓 在 田 间
——来自全国春耕备耕的现场观察

新华社北京 3月 21日电 （记者
姜琳 张泉）记者 21日从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了解到，3月 20日 0—24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1例，新增
死亡病例7例（湖北7例），新增疑似病
例36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590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191人，重
症病例减少173例。

截至 3 月 20 日 24 时，据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现有确诊病例6013例（其中重症
病例 1963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71740例，累计死亡病例3255例，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81008例，现有疑似病例
106 例 。 累 计 追 踪 到 密 切 接 触 者
685866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
者9371人。

湖北新增确诊病例 0 例（武汉 0

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561 例（武汉
502 例），新增死亡病例 7 例（武汉 6
例），现有确诊病例5719例（武汉5610
例），其中重症病例1927例（武汉1901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58942例（武
汉 41891 例），累计死亡病例 3139 例
（武汉 2504例），累计确诊病例 67800
例（武汉 50005例）。新增疑似病例 0
例（武汉0例），现有疑似病例0例（武汉
0例）。

3月20日0—24时，新增报告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41例（北京14例，上海9
例，广东7例，福建4例，浙江、山东、陕西
各2例，四川1例）。截至3月 20日 24
时，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69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408例：香港特别行政区256例（出院
98例，死亡4例），澳门特别行政区17
例（出院10例），台湾地区135例（出院
28例，死亡2例）。

国家卫健委：3月20日新增报告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1例
湖北新增确诊病例0例

新华社日内瓦3月20日电 （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20日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升至152773例。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至
欧洲中部时间19日23时59分（北京时
间20日6时59分），中国以外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24121例，达到
152773例；中国以外死亡病例较前一

日增加1050例，达到6587例。
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

前一日增加24247例，达到234073例；
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061例，达到
9840例。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天在例
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武汉19日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首次为零，这给世界带
来了希望。

世卫组织：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升至152773例

新华社日内瓦3月20日电 （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20日表示，中国武
汉19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首次为
零，这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天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每一天，新冠肺
炎疫情似乎都到了一个新的悲剧性
的里程碑”。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超过 21 万例，死亡病例超过
9000例。

谭德塞说，“我们也需要庆祝成
功。”19日，武汉自疫情暴发以来首次没
有新增病例报告，“武汉给世界带来了
希望”，即使是疫情最严重的情况也能

扭转。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

克尔·瑞安表示，武汉抗疫成就向世界
传达了一个简单明了的信息，那就是

“希望”。他说，武汉向世人表明，我们
可以抑制这种病毒，可以打破传播链，
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努力、团结、协作，以
及众多积极抗疫的社区、勇敢的医护人
员、正常运转的供应链，以及各方的承
诺。

瑞安说，其他国家也能取得同样的
成就，虽然不一定需要完全照搬武汉经
验，但必须采取与面临的疫情风险相对
应的全面的、可行的战略。

世卫组织：武汉新增病例为零
给世界带来希望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3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要加
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
运行秩序，积极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
复工复产。低风险地区之间的人员和
货物流动，必要的健康证明要做到全
国互认。为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和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重要部署，国务院办公
厅会同各地区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有
关方面，推动建立了“健康码”跨省份
互认机制，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实现了各省（区、市）防疫健康信
息共享、“健康码”互通互认，全国绝大
部分地区“健康码”已可实现“一码通
行”。

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已建设了本
地“健康码”，在各地疫情防控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但由于标准不统一、数据不
共享、缺乏互认机制，也给人员跨地区
流动带来了不便，成为制约复工复产的
重要因素。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助力各地区复工复产，需要加快推动各
地区“健康码”在全国范围内“一码通
行”。国务院办公厅会同有关方面快速
推动各省（区、市）全面建立了“健康码”
信息跨省互认机制，升级了全国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及时

完成各省（区、市）“健康码”技术对接和
数据汇聚，可支撑跨地区互通互认功
能，可实现健康信息一站式查询服务，
可支撑“一码通行”实际应用。

为推动各地“健康码”互通互认，全
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提供了跨省份
互认共享的三种实现方式：第一种是在
不改变地方现有“健康码”的情况下，通
过跨地区防疫健康信息数据共享，在本
地“健康码”中增加跨地区互认功能。
第二种是各地“健康码”与全国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防疫信息码”对接，以全
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信息码”
为中介进行转换，从而实现跨地区“健
康码”互认。第三种是未建设本地“健
康码”的地区，可直接采用全国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防疫信息码”，同时结合
本地防疫健康相关信息，实现跨地区互
通互认。

目前，全国各省（区、市）依托全国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正在深入推广“健
康码”互信互认应用，作为在交通卡口、
居住小区、工厂厂区以及公共管理和服
务机构的通行凭证，推进在全国范围

“一码通行”。湖北、北京等地依托全国
一体化平台实现了防疫信息共享，在符
合本地防疫管理要求前提下推动人员
有序流动。

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共享信息
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健康码”

已可实现“一码通行”

3 月 21 日，武汉市第一医院
的桂欣（右）与天津市医疗队队员
王勃昆拥抱道别。当日，武汉市
第一医院的医护人员来到天津市
医疗队撤离仪式现场，送别一个
多月来一起抗击新冠肺炎的“战
友”。随着湖北疫情形势逐步好
转，根据统一安排，援鄂医疗队分
批次有序撤回。从17日到20日，
共有 1.2 万名援鄂医疗队员通过
民航、铁路、公路等交通方式陆续
撤离湖北。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 摄

送战友
踏归程

新华社纽约3月21日电 继加利
福尼亚州之后，美国纽约州、伊利诺伊
州、康涅狄格州20日也发布针对本州
居民的“居家令”，以遏制新冠病毒传
播。这些“居家令”涵盖纽约、洛杉矶、
芝加哥等大城市，影响数千万人。

白宫当晚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
已宣布纽约州出现“重大灾难”，命令联
邦政府支援该州。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20日晚，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接近
两万例，其中纽约州占全美确诊病例
40%以上。

美国四州发布“居家令”
特朗普宣布纽约州出现“重大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