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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大数据透出经济发展新亮点
——专访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军

调查显示

多数美企看好中国市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河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残疾人就业条
例》《河北省实施〈残疾人就业条例〉办法》《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
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等政策法规的要求，现将
2020年河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度审核事项公
告如下：

一、年度审核时间
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二、年度审核对象
全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

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
三、年度审核方式
用人单位登录河北省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审核信息

系统（http://www.hbcjrjy.com/）根据单位名称进行注
册，注册之后在网上申报本单位残疾人就业安置情况。
联系电话：0311-85860756。

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间申报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
就业。

四、相关事项
1.用人单位未安排残疾人就业或未达到规定安排比

例的，应依法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保障金）。

2.保障金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2020年，全省需要
缴纳保障金的用人单位到税务部门申报缴费的时间暂
定为9月1日开始。

3.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对保障
金实行分档减缴政策。其中：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
比例达到1%（含）以上，但未达到1.5%的，按规定应缴费
额的50%缴纳保障金；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在
1%以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90%缴纳保障金。

4.用人单位依法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人在本
单位就业的，由派遣单位和接受单位通过签订协议的方
式协商一致后，将残疾人数计入其中一方的实际安排残
疾人就业人数和在职职工人数，不得重复计算。

5.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在职职
工人数在30人（含）以下的企业，暂免征收保障金。

五、法律责任
用人单位对上传数据的真实性负责，用人单位依法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情况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检
查和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

对未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且拒缴、少缴保障金的
用人单位，将其失信行为记入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

河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2020年8月10日

河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关于2020年河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度审核的公告 ▲陈晓曦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97665，特此声明。

▲河北外国语学院2019届舞蹈表演专业专科毕业
生姬梦娇三方协议丢失，编号：1902995，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体育学院2020届体育教育专业本
科毕业生黄萌娜就业协议书丢失，声明作废。

▲贾东瀛警官证丢失，警号：130550，特此声明。
▲刘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丢失，编

号：0751560，授予时间：2011年12月27日，声明作废。
▲于环不慎将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编号：

210130181000426）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编号：
200413210132301196610042621）丢失，声明作废。

▲王可江不慎将执业药师注册证丢失，编号：
131220030239，注册单位：秦皇岛胜联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铁新里药品零售分公司，有效期至：2020年8月
14日，特此声明。

▲王可江不慎将执业药师资格证丢失，编号：
ZY00210878，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2020届会计学专业本科
毕业生刘雨欣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04455，声明
作废。

▲湖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20届美术学专业本科
毕业生章一琪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10513203738，声
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2019届护理专业本科毕业

生孙娜英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19100890921，声明作废。
▲唐山师范学院2019届师范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

杨翠英三方协议丢失，编号：0101682，声明作废。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2020届历史学专业本科

毕业生肖跃强三方协议丢失，编号：20015140，声明作废。
▲河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不慎将财政

票据购领证丢失，编号：308007，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2016届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生

张杨杨报到证丢失，编号：201610536202923，声明作废。
▲张慧敏不慎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丢失，编号：

A20101305341062，特此声明。
▲吉林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2019届环境

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郑人通就业协议书丢失，声明作废。
▲河北省保定水文勘测研究中心不慎将河北省非税

收入一般缴款书（编号：011427006，金额：8890元，第2、3、
5、6联存根；编号：011427001，空白票据）丢失，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2017级临床医学专业临
床大班学生郎一鉴学生证丢失，学号：17021010184，声
明作废。

▲史丽芳不慎将执业药师注册证丢失，编号：
131218060558，注册单位：保定白沟新城任瑞堂大药房，
有效期至：2021年6月3日，特此声明。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2018届计算机应用技术专
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李少伟毕业证书丢失，编号：
130701201806001252，声明作废。

▲赵谷遗失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花园里小区2栋二
单 元 1002 室 购 房 发 票 两 张 ，发 票 号 ：00136040、
00136916，金额分别为：97553元、170000元，声明作废。

三快一严！确保减税
降费红包直接落到企业

问：税务部门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情
况如何？采取哪些措施确保政策直达
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

答：我们把及时全面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减税降费的决策部署作为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层层压实责任，设法克
服困难，确保直接惠及市场主体。具体
有四个特点，即“三快一严”：

一是政策落地快。每次参与政策
制定过程中，我们都同步研究征管配
套办法、预调信息系统；政策出台后，
征管和信息化保障第一时间直达基
层 税 务 机 关 ，确 保 政 策 好 操 作 、快
落地。

二是辅导培训快。第一时间开设
“云课堂”，对税务人、纳税人、缴费人进
行“一竿子到底”的直达辅导培训，一轮
不行就二轮，二轮不行就三轮。同时，
通过税务网站、微信、12366服务热线等
解读政策、回应关切。

三是操作过程快。通过简化办税
环节、简便操作程序、精简报送资料，让
纳税人、缴费人享受优惠政策更快捷；
通过完善电子税务网上申报功能，让纳
税人、缴费人“足不出户”直达享受政策
优惠。

四是考核监督严。实行最严格的
绩效考评和监督问责，有效严防和及时
查处各种不作为和乱作为事项，确保政
策执行不遗漏、不走样。

“一扩围两延期三助力”
组合拳优化办税缴费服务

问：税务部门在优化办税缴费服务
方面采取了哪些实招硬招，来帮助纳税
人、缴费人便捷办税缴费？

答：疫情发生以来，税务部门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打出了一套优化办税缴费服务的

“组合拳”。概括来说，就是“一扩围两
延期三助力”。

“一扩围”，即扩大网上办、自助
办、邮寄送、线上答的“非接触式”办税
缴费范围，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安全
方便快捷的服务。目前，“网上办”事
项已达 197 个，覆盖了办税缴费的主
要领域；全国 8000 多个办税大厅设置
了近 4 万台办税缴费自助设备；上半
年为 68%的纳税人提供了邮寄配送等
办理发票业务的服务，同比提高了近
20 个百分点；上半年 12366 纳税服务
热线共解答问题 2300 多万个，同比增
长了 21%。

“两延期”，即依法延长纳税申报期
限、依法延期缴纳税款，缓解纳税人、缴
费人资金困难。今年2月份，在全国范
围内两次延长纳税申报期限，3月、4月、
5 月份又分别延长了当月的纳税申报
期限。

“三助力”，即助力小微企业融资
贷款、助力外贸企业发展、助力市场
主体复工复产，切实帮扶企业纾困
解难。

在助力小微企业融资贷款方面，税
务部门和银保监部门联合推出“税银互
动”，今年上半年，全国小微企业获得

“税银互动”贷款总额近5000亿元，同比
增长60%以上。

在助力外贸企业发展方面：一方
面，不断扩大无纸化退税申报范围；另
一方面，加快出口退税办理进度。目
前，全国退税无纸化申报企业户数已占
申报企业总数的93%，申报退（免）税额
占比已达96%。

在助力市场主体复工复产方面，税
务部门利用增值税发票大数据开发了

“全国纳税人供应链查询系统”，便利企

业实现“购产销”对接。
从实际效果看，仅在湖
北省启动企业复工复产
的头两个月里，就促成企业
按市场化原则成交项目6822个，
成交金额118亿元。

减税降费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问：今年上半年，减税降费在助力
市场主体发展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答：减税降费政策有序有力落地，
尤其体现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企
业发展后劲上。

先就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而言，我用
两组数据加以说明：一是10万户重点税
源企业数据显示，上半年每百元营业收
入税费负担同比又下降了 0.65 元。国
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6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
增长11.5%，不言而喻，这其中有相当一
部分的因素，是减税降费效果直接或间
接的转换。二是全国5000 多万户小规
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约占92%，余下
8%左右缴纳增值税的 440 万户纳税人
征收率又从3%降为1%（其中湖北省免
征）。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创业积极
性，二季度全国办理过涉税事项的新增
市场主体，主要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
同比增长7.1%。

再拿增添企业发展后劲来说，我也
用两组数据来加以说明：一是二季度全
国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33万
户企业购进高技术设备和服务同比增
长 22.3%，在疫情冲击中持续加大科技
投入，推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8%，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8.9 个百分点。二是 6
月 末 增 值 税 一 般 纳 税 人 同 比 新 增
10.9%，也就是说，有106万户企业“由小
变大”或为新办的年销售收入500万元

以上的企业。其中，二季度就有37
万户。

税收大数据透出经济
发展新亮点

问：当前税收数据反映出哪些经济
发展的亮点？

答：通过发票大数据分析发现，上
半年经济发展有四个亮点：

亮点一：企业销售稳步回升。2 月
10日以来，全国企业复工复产复销逐周
稳步回升向好。2月24日至28日，全国
企业销售收入环比上周提升了21.5个百
分点，三周内上升了35.1个百分点，恢复
至去年同期水平的75.8%。5月11日，全
国企业销售收入已达到去年水平，6、7两
个月份同比增长均为10%左右。

亮点二：制造业恢复较快。一季度受
疫情影响大，销售收入同比下降了21.3%，
但二季度同比增长8%。7月份同比增长
为10.7%，环比6月份提高2.4个百分点，
快于全部企业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

亮点三：新动能加速成长。一季
度，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下降
8.3%，二季度同比大幅增长21.7%。7月
份，同比增长21.3%。

亮点四：投资回升渐加力。税务总
局服务和管理的年纳税额 1 亿元以上
的 2050 户大型企业集团数据显示：二
季度企业新增固定资产同比增长15%。

下半年，基层财政收支矛盾较大，
各级税务部门务必要确保该减的减到
位、该免的免到位、该降的降到位、该延
的延到位、该缓的缓到位、该退的退到
位；即使组织收入压力再大，也必须坚
守不收“过头税费”的底线。对违反者，
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及时全面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措施。上半年，全国

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5045亿元。

税收大数据透出经济发展哪些新亮点？记者专访了国

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军。

□新华社记者 郁琼源

□新华社记者

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缩影。记
者在武汉、广州、上海、成都等地的餐
厅调查发现，适量点餐、不剩菜、不剩
饭正成为大部分市民的自觉行为。
同时，餐饮行业也在加快推广“光盘
行动”，引导顾客文明就餐、理性消
费。

“勤俭节约利国利民，传承美德呼
唤更多创新。”12日中午，在武汉徐东
大街儒家牛肉面馆，正准备点餐的市
民饶煜刚告诉记者，过去一个人出门
吃饭，点两个菜不够丰富，三个菜又吃
不完，商家适时推出半份菜和小份菜，
就能让客人多些选择和实惠。

记者走访武汉多家餐厅看到，小
碗菜、半份菜、配备打包盒等已经成为
各餐厅的标配，按需点餐、少量多样也
是消费者的自发行为。在武汉小蓝鲸
酒店，2013 年至今一直提供免费打包
盒，所有餐品都可以提供半份或小份
点餐选择；在群星城海底捞火锅店，服
务员主动提醒有半份菜、四宫格锅底
可供选择，建议客人多选品种、少点先
吃、不够再加……

中午饭点时刻，位于广州市越秀
区动漫星城里的很多餐厅人声鼎沸，
很多在附近工作的人来这里就餐。在
此就餐的周女士非常认可“光盘”倡
议，“希望所有人都能认真对待每一顿
餐食，珍惜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做一

个行动派。”
除了广大市民正在积极践行适度

消费、拒绝浪费，很多餐厅、饭店等也
多措并举，引导顾客拒绝浪费，从源头
减少厨余垃圾。

12 日中午，记者走进位于上海市
黄浦区的丰收日餐饮连锁店，每张餐
桌上都摆放着“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提倡分餐制”等宣传标牌。
“观察发现，目前我们门店的消费

者大多还是比较理性。”丰收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邱艳说，为了帮
助消费者能够更有效减少浪费，店内
工作人员也会在点餐环节帮助消费者
把握点餐量。

“我们已经开始设计新的倡导不

浪费的标语，摆放在店里。食物是吃
的不是拿来浪费的，作为餐饮单位，
我 们 需 要 更 积 极 引 导 顾 客 拒 绝 浪
费。”在“美食之都”四川成都，网红美
食品牌“冒椒火辣”创始人侯宇翔说，
作为一家串串店，他们店推出了小土
豆、鹌鹑蛋等小碗菜，方便顾客适度
消费。

成都餐饮同业公会也向全市餐饮
单位发出了拒绝浪费的倡议。“我们号
召更多餐饮单位提供‘半份’‘小份’的
服务方式，带头不使用一次性餐具，积
极提供环保打包服务。”成都餐饮同业
公会秘书长袁小然说。（记者程思琪、
龚雯、田中全、陆浩、董小红）

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剩饭菜少了，小份菜多了
——餐饮业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观察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多国专家学者和官员表示，作
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关系
的健康稳定发展事关全世界的共同福祉，也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望。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副教
授肖阿兹姆·索扎马诺夫说，确实有必要为中
美关系树立清晰框架，这也是通过外交手段
解决现阶段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及时而务实的
步骤。人为制造所谓“新冷战”，完全违背中
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背离世界发展进
步的潮流。共谋和平、共促发展，才是当前世
界各国的普遍愿望。

津巴布韦新津通社社长兰加里拉伊·肖
克表示，中国近年来在通信、交通、基建等领
域所取得的技术突破，是中国企业和人民通
过科技创新和勤奋努力得来的。美国一些人
并不乐见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希望通过制造
所谓“新冷战”遏制中国，减缓中国经济发展
的脚步。

巴勒斯坦总统国际关系顾问纳比勒·沙
阿斯说，为保住其全球霸权地位，美国不希望
看到一个多极世界。

埃及埃中商会秘书长迪亚·赫尔米表
示，美方的冷战思维对整个世界和中美关系
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将破坏全球贸易和世界
经济。美国还试图借新冠疫情抹黑中国，其
根本目的是歪曲中国的国际形象，损害中国
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大国应承担大
国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在这方面明显做得
不够。

菲律宾智库人民参政权研究中心政策研
究负责人博比·图阿松说，中国给世界各国交
往树立了典范，即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采取
有原则、不对抗的方式，这与美国一些政客充
满敌意、污蔑诽谤、本末倒置的做派形成了鲜
明对比。在当前世界遭遇新冠疫情冲击、许
多国家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的情况下，世界更
需要中美合作。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国际军事政治与军
事经济问题研究部主任瓦西里·卡申说，美国
一直有部分势力希望把中国完全纳入西方轨
道。这种企图破灭后，美方逐步实施遏制中
国政策，如今这一遏制趋势加重加快了。

智利学者、政治分析师吉列尔莫·霍尔
茨曼表示，中国是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参与
者，但并未试图输出意识形态、治理模式。

乌克兰国际问题专家安德烈·布扎罗
夫认为，中美两国关系不应被某些政客
的个人立场所绑架。美国与中国应寻求
和平共处与合作的新途径，中美合作是
全世界的共同福祉。

泰国前副总理、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主席披尼·扎禄颂巴说，
当今世界面临疫情肆虐和经济危机，中美两国应相互借力、相互成
就，减少矛盾，通过直接坦诚的谈判促成合作，共同致力于促进世
界经济发展。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表示，亚洲各国希望中美能够解决战略
分歧，就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展开合作。（参与记者：蔡国栋、熊思
浩、吴丹妮、张玉亮、杨柯、袁梦晨、王丽丽、栾海、尹南、李东旭、陈
家宝）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1日
电（记者熊茂伶、高攀）美中贸
易 全 国 委 员 会 11 日 发 布 的
2020 年度会员调查显示，尽管
新冠疫情之下两国关系趋于紧
张，但绝大多数美国企业仍然
看好中国市场，且不打算将生
产线搬离中国。

调查显示，近七成受访美
国企业对中国市场未来五年的
商业前景感到乐观。基于对中
国市场的“长期信心”，87%的受
访美国企业表示不打算将生产
线搬离中国。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高级
副会长彭捷宁当天在媒体发布
会上说，会员企业普遍表示，在
中国生产是为了中国市场。企
业在中国的成功能够促进其在

其他地区的发展，“如果在中国
没有竞争力，你就无法在全球
有竞争力”。美中关系紧张给
在华美国企业经营带来挑战，
大约86%的受访企业认为与中
国的业务受到影响。不过，两
国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
助于稳定整体商业关系。约
88%的受访企业对该协议持积
极或者比较积极的态度。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克雷格·艾伦日前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表示，经贸关系是
双边关系的基础，需要小心维
护。如果贸易和投资中断，将
会损害两国民众利益。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创建
于 1973 年，拥有约 220 家在中
国经商的美国会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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