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并税率减轻税负 优惠政策组合发力

减负“大礼包”为我省企业增添活力 今年以来，唐山市国税局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为创业、创新群体提供更便捷的纳税环境，
更好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当地经济发展，
让广大双创群体充分享受税收政策红利。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该市新认定创业创新
基地 12 个、创业孵化基地 5 个，各类新建孵化
器、众创空间10个。为此，该局设立专门渠道为
双创企业宣传税收政策，强化政策指导，第一时
间将《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汇编》以及动漫宣
传片向企业宣传。随着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和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的持续增长，该局对典型
企业集中培训，以案例形式向“双创”企业生动
解说现行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扩大税收优惠受
惠面，并结合国务院六项减税政策，分规模分类
别开展培训，提升纳税人对政策的知晓度。

该局还与相关部门一道加快推进创新产业
与京津协同发展，让企业顺利“走出去”，培植新的
税源增长点。唐山建华实业集团通过技术引进，
将石墨烯与相关产业结合，成立了京津冀石墨烯
产业联盟，预计到2017年底，将实现20亿元以上
年产值。唐山市国税局为企业开展的“一对一”税
收辅导，让企业不仅享受到了国内的税收优惠政
策，还享受到了出口国的税收政策支持。

小微企业作为“双创”的重要载体，为让其
不折不扣享受实惠，一方面，该局委托第三方机
构开展了对 1000 余户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落实
情况的电话寻访，对企业基础信息、享受优惠情
况、对政策知晓情况、税务机关对政策的宣传情
况进行了详细的摸底调研，找出工作短板，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改进。另一方面，该局通过金税三
期系统提取相关数据，及时掌握享受优惠政策
的小微企业的户数、减免税额等信息，开展效应
分析，确保政策全面执行到位。2016年以来，该
局共有74万户次纳税人享受到了增值税小微企
业优惠政策，减免增值税额3.78亿元。 （陈鑫）

为确保国务院六项减税新政能够迅
速落地并惠及纳税人，省国税局出台了一
系列保障措施，新政实施两个多月来，企
业减负效果显现，进一步增强了企业技术
创新的动力和大众创业投资的活力。

简并税率降税负，企业百姓
都受益

简并税率是六项减税新政的重头戏。
7 月 1 日起，增值税税率由四档减至 17%、
11%和 6%三档，取消 13%这一档税率；并
将农产品、天然气等增值税税率从13%降
至1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炼化分公司，是一家从事原油加工及石油
制品制造的大型企业，该公司的主要产品
石油液化气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和居民
日常生活。税率的简并，让石油液化气产
品适用的增值税的税率从13%降至11%。
今年 7 月份，该企业共生产销售石油液化
气 4651.31 吨，取得销售收入 1307.85 万
元，按11%税率计算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143.86万元，少缴增值税26.16万元。该公
司 2017 年下半年预计生产石油液化气
28.4 万吨，销售收入 10.2 亿元。公司总经
理叶晓东表示，经测算，仅税率下调一项
就使企业减税额超过 2000 万元。我们计
划用这些资金购进一批先进的生产设备，
加大研发力度，提高生产效益。同时，石油
液化气税率下调也会降低社会整体用能

成本，给老百姓带来实惠。
为避免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因出现进

项抵扣减少而增加税负的情况，减税新政
给予了维持税率调整前后扣除力度不变
的配套政策，也就是仍按原来13%的税率
抵扣进项税，相当于国家从税收角度多给
了 2 个点的补贴。对这一政策，施博天糖
业张北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刘玉海认为，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农业和民生领域的
税收支持。他说，公司今年如果还按照去
年的规模收购 6 亿元的农产品，现在税率
降至11%，但国家的配套政策仍按13%抵
扣进项税，这样下来就可以为企业减税
1000万元。

“下一步，我们准备通过加大收购力
度、提高收购价格等方式与种植户共享政
策红利，让农民兄弟也能够享受到减税政
策带来的实惠。”刘玉海如是说。

小微门槛再降低，政策惠及
面再扩大

小微企业门槛的多次调整，让更多的
纳税人走进“小微”行列。新政规定，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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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6 万元、10 万元、20
万元、30万元到此次的50万元，随着小微
标准的不断扩围，更多的企业能享受所得
税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

邢台市润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原来

是一家小微企业，随着业务量增加，预计
今年的年应纳税所得额将达到 35 万元左
右。按照之前 30 万元优惠门槛，企业就不
能享受税收优惠了，而新政策的出台，让
企业又回到了“小微”行列。

同样的福利还出现在黄骅市双瑞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据了解，这家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743.31万元，实现
利润为 23.31 万元，按照企业目前经营状
况，预计全年实现利润 45 万元，可享受所
得税优惠 6.75 万元。公司经理杨方瑞高兴
地说：“节省的这笔资金，虽不多，但对企
业作用可不小，我们可以更换几套新模
具，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增强了公司的海
外市场竞争力。”

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提高到 50
万元后，初步测算，我省符合条件的小微
企业将增加到 22.02 万户，较 2016 年增加
6.99万户，减免税额增加6.54亿元。

加计扣除再提高，科技企业
动力足

加大扶持科技型企业的力度，是我省
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驱动，也是推动双
创、促进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举措。此次
出台的减税新政规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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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企业加大

科研资金投入力度，节省研发成本。
河北美邦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其在工业生物、绿
色化学、膜应用和节能环保领域拥有多项核
心技术，先后承担了国家“十二五”“863计
划”、国家创新基金、河北省科技计划等十多
项国家级重大项目。该公司2016年享受高
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减免企业所得税
336万元，当年研发费用投入360万元，按
照50%加计扣除税前多扣除了180万元。该
公司今年计划投入研发费用400万元，如果
企业继续享受相关税收优惠，加计扣除额将
由200万元增至300万元。

除此之外，新政还规定，对于我省在内
的试点地区对创投企业投资种子期、初创
期科技型企业，可享受按投资额70%抵扣
应纳税所得额的优惠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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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优惠。

省国税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务院
出台的六项减税新政含金量高，各项优惠
政策组合发力，对激发市场活力、优化流
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有明显促进作用。
同时，新政的出台也有利于增强企业自主
研发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促进创业就业的
热情，是支持‘双创’的重要举措。随着六
项减税政策的不断深入落实，企业将进一
步减负增效，我省的实体经济也将迎来更
好的发展。”

（李文英、王培炎、张舒）

邯郸市国税局以降低纳税人经营成本，节约社
会资源，方便纳税人和消费者发票使用为出发点，
依托信息化手段，在全市推广增值税电子普通发
票。9 月 1 日起，该市所有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的
纳税人都可以开具电子发票，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实
现电子发票全行业覆盖。

“启用电子普通发票后，开票方和受票方需要纸
质发票的，可以自行打印电子普通发票的版式文件，
其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基本使用规定等与税务机关
监制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相同。”邯郸市国税局货物和
劳务税处张亮亮介绍。也就是说，电子普通发票完全
可以替代纸质普通发票，发票上的信息与税务机关实
时同步，取得电子普通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可登录国
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https：//

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发票信息。
在邯郸美食林超市，消费者李女士打开手机微

信，对准开票机提供的二维码轻轻一扫，手机上立
刻生成一条发票推送消息，按照提示点击“发票详
情”，一张清晰、完整的电子发票便出现在手机屏幕
上。“手机扫一扫就能开具发票，还能随时随地下载
打印，以后再也不担心发票丢失了！”李女士赞叹
道。目前，该市电子发票提供微信扫码和邮箱发送
两种交付方式，消费者还可以通过提供电子邮箱地
址获取电子发票，发票取得后可以无限次打印。如
此，不仅大大减轻了保存纸质发票的负担，更避免
了企业以往开具纸质发票时提出的“暂时无票”“系
统故障”等理由，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企业纳税
遵从度的提高。 （孔静、许哲）

邯郸国税

实现电子发票全覆盖

针对纳税人对云办税厅自助领票等业务不熟悉的问题，唐山南
堡经济开发区国税局指派专人辅导，帮助纳税人掌握自助领票、代开
发票等操作事宜，用贴心服务赢得了纳税人的一致好评。 魏金明摄

唐山国税

让双创群体尽享政策红利

海兴国税

“放管服”赢纳税人点赞
“以前，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大约需要

10 天左右时间，现在认定改为登记，在办税大
厅可以即时办结，真是太方便了。”近日，海兴嘉
源塑胶制品公司会计吴女士说，要给海兴县国
税局“放管服”点一个大大的赞。

其实，不仅仅是吴女士，海兴县其他纳税人
也感受到了“放管服”带来的便利。为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海兴县国税局围绕简政放权，推
行税收执法三项制度，公开下放和取消税务行
政审批项目清单，把权力下放到位。同时，加强对
取消下放审批事项的后续管理，配备执法记录
仪10部，事中管控，事后留痕，做到放权不放任。

（刘召新）

⑨

本报讯（记者王伟宏）9 月 12 日从石家庄市第
二届“市长杯”青少年足球比赛开幕式上获悉，该市

“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目前已有158所。
当天，由石家庄市体育局、石家庄市教育局主

办的该市第二届“市长杯”青少年足球比赛在市少
儿体校足球场开赛，8 支参赛队伍通过分组循环赛
决出名次，获前两名的队伍将代表石家庄市参加

“冀萌杯”河北省青少年足球赛。近年来，石家庄市
广泛开展以校园足球为主要形式的青少年足球活
动，“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已达 158 所，另有“全
国校园足球试点县区”1 个。根据有关规划，到
2020 年底，该市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将达到
200所。

石市“全国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达158所

□记者 肖 煜

【记者手记】
8月25日，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沧州

青县流河镇李又屯村是南运河上一个重
要节点。大运河在沧州境内流经吴桥、东
光、南皮、泊头、沧县、沧州市区、青县后，在
李又屯村附近，进入天津，汇入海河，再由
大沽口引颈东望，向着渤海奔腾而去。驻
足大运河河堤，昔日千帆竞发、舟楫如织
的盛景闯入脑海。绵延千年、惠泽千里、
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在李又屯挥起她温柔
宽阔的臂膀挽起京津冀，不仅成就了绵延
不息的水路交通要道，更滋养着千百年来
京津冀三地一脉相承的文化之根。

眼前的李又屯村，与普通的村庄并无
两样，静谧、安详，房前屋后应季的瓜果蔬
菜挂在绿油油的藤蔓上，水灵灵的。作为
与南运河津冀分界点九宣闸相比邻的小
村庄，她与运河相依，走过悠长岁月。如
今，那条曾经繁华喧闹的运河在哪里？

我们走进李又屯的一户人家，低头
穿过爬满丝瓜蔓的绿色凉棚，来到院中，
一位老人闻声推门而出。在他的引领
下，我们顺着他家门前的一条坡路往上
走，没走几步便见静静地流淌着的大运
河。老人用手一指，说：“这就是南运河，
再往北就到天津了。”站在河堤眺望，阳
光下，浮金泛银的运河载着运河两岸古
老的故事，向北流去。

攀谈中我们得知，老人名叫宋耀明，
今年 80 岁，世代居住在运河边。回忆起
昔日运河的景象，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便关
不住了，“小时候，运河上船只如梭，逆水
时纤夫喊着嘹亮的号子在河边拉船，船上
装着粮食、食盐、煤炭等物品⋯⋯我还经
常跟着家人坐船到天津卖瓜果蔬菜，本地
三分钱一斤的西瓜，到了天津能卖八分
钱。回来时，从天津带回来一些村里买不
到的日用品，别提有多方便了。”老人说起
乘船去天津卫，就像是去邻居家串门，那
样亲切而自豪。“那时候，姑娘们都愿意嫁
到运河两岸的人家来，住在运河边的人见
多识广。谁不愿意依着运河去天津开眼
界，见世面呢。”迄今当地还流传着“东看
粮，西看房，运河两岸看衣裳”的谚语，形
象地说明居住在运河两岸得风气之先的

商贸繁荣景象。
碧波荡漾大运河，一河美景一河歌。

大运河的贯通缔造了无数运河城镇的新
生，李又屯在这条母亲河的哺育下成了富
庶之乡。

然而，温柔的运河也有狂暴之时，那
时京津冀人民一起手挽手抗风雨、治洪
灾。“每当伏秋河水盛涨，众流荟萃，数百
里浩淼汪洋，一望无际⋯⋯泛滥淹没⋯⋯
有害民生⋯⋯”直隶总督李鸿章撰写的

《南运河靳官屯闸记》里描绘了天津这一
带水患泛滥、民生涂炭的情况。光绪元年

（1875年)，李鸿章奉命兴修京、津水利，治
理水患。《清史稿》记载：“光绪二年（1876
年），开南运减河，自靳官屯抵大沽海口，
减河两岸各开支河一、横河六，沟浍河渠
悉如法。建桥闸五十余处，备蓄泄，使淡
水咸水不相渗混，成稻田六万余亩。滨河
斥卤地沾水利，可垦以亿计。至六年工
竣。”人心齐，泰山移。在京津冀三地官民
的合力下，天津东南纵横百余里，兴水利、
改土壤、开稻田，运河水不再泛滥，百里荒
芜斥卤之地尽成“北国鱼米之乡”，京津冀
的百姓终于可以一起尽享水利建设的福
祉了。

降服狂暴的河水，九宣闸可谓功不可
没。这座南运河上的标志性建筑，位于天
津静海唐官屯镇地界，马厂减河与南运河
交界处，以“宣泄九派之水”而得名。心怀
企慕，我们去寻访这座在海河流域大大小
小几万道闸口中，名气数一数二的闸口。
远眺九宣闸，只见闸上的交通桥犹如一只
强壮有力的铁臂，横亘在马厂减河之上，
桥下河水驯服地静静流淌。四座敦实的
花岗岩桥墩深深扎进河道中，五孔桥洞张
着大口仿佛随时等待着阻截肆虐的水流，
为运河两岸百姓筑建起坚固的屏障。

“马厂减河和九宣闸修成后的 130 多
年间，不仅发挥着泄洪、灌溉的功能，还多
次承担引黄济津分流入境的角色。此外，
马厂减河和九宣闸还在解放天津的战斗
中立过一大功。”青县文史学者王庆安自
豪地向我们介绍，1948年12月，中国人民
解放军包围了天津，国民党守军为了阻挠
我军进攻市区，在三元村附近引南运河水
入护城河，并在赵各庄、陈塘庄附近堵塞
护城河入海的水道，逼南运河水流向天津
西南地区，妄图在市区外围形成广阔的水
网地带，解放军在唐官屯地区人民的帮助
下，开启九宣闸，将南运河水经马厂减河

宣泄入海，切断了下游的水源，打碎了守
敌“以水设防”的算盘，并最终于1949年1
月解放了天津。

历史虽已远去，但人民没有忘记。为
了保护历史文化遗存，近年，当地人在九
宣闸上游 70 米处修建了一座新闸，九宣
闸这座老闸已归于平静，巨大的铁钩悬于
马厂减河之上，诉说着百余年来京津冀人
民齐心协力兴修水利，抵御水灾，同仇敌
忾，保卫家园的动人故事。

走在南运河河堤上，宋耀明老人得
知国家和省里正在大力推动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他踊跃建言献策，希望政策
尽快落实，在有生之年看到大运河再次
绽放光彩。我们看到他眼中燃起一道光
亮，也许，老人又看见清水长流、鱼虾畅
游的景象，又坐上小船驶向贸易集散地
天津⋯⋯

地相接，人相亲。我们面前南运河
的波浪里泛着京津冀三地人民共同的乡
愁记忆，凝聚着运河儿女企盼大运河流
芳永续的梦想。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有
利于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其丰厚的历
史文化内涵，推动京津冀三地手挽手、肩
并肩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报讯（记者田恬）9 月 12 日，河北省朗诵协会
成立大会在省会举行。该协会的成立填补了我省省
级朗诵艺术类专业社会组织的空白，为广大朗诵艺
术爱好者搭建起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

据了解，河北省朗诵协会经省民政厅批准，由省
文联主管，以“推动、引领、融合、创新”为宗旨，贴近
时代，服务社会，面向大众，将全面开展艺术普及、人
才培养、舞台演出、理论研讨等活动。据悉，为庆祝
河北省朗诵协会的成立，9 月 27 日河北师范大学报
告厅将推出一台高水平、高艺术性的大型朗诵展演，
来自省朗诵协会的代表与省会基层单位朗诵团队的
代表将与著名朗诵艺术家同台献艺。

河北省朗诵协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杨明静）9 月 12 日从省体育局获
悉，我省面向社会开展的攀岩、滑板、小轮车、冲浪四
个项目跨项跨界选材报名工作近日结束，共计 764
人报名参加此次跨项跨界选材，远超预期目标。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新增攀岩、滑板、小轮车、
冲浪四个极限运动项目为正式比赛项目。国家体
育总局拟面向社会各界，选拔身体素质优异、热爱
极限运动的人士，组建上述四个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和国家队。我省 8 月 24 日启动这四个项目的跨界
跨项选材工作以来，各设区市积极宣传动员，社会
各界报名踊跃，报名者大部分为武术、跳水和体操
等项目的青少年选手。下一步，省体育局将进行各
项目集中测试，根据测试结果确定人选，推荐进入
国家集训队。

我省四项目跨界跨项
选材764人报名

南运河挽起京津冀

坐落在马厂
减河上的九宣闸
历史久远，风采
依旧。
记者 田瑞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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