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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本报记者 周美玉 白莹

“2018年每月缴纳增值税
3000元， 转过年来这笔钱就全部
得到减免。新年还没过完，就收到
这项减税降费大红包， 真是太开
心了。 ”威亮琴行老板陈伟亮昨天
介绍，作为小规模纳税人，他的企
业赶上了新一轮的减税降费优惠
政策，2019年全年算下来，仅增值
税这一项就能少缴近4万元税费。

近2万小规模纳税人申
报享受优惠政策

在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 、
增值税降率、 小微企业扩围等一
系列优惠政策出台的基础上 ，
2019年1月9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
再推出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措
施，扩大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
企业和投资初创科技企业优惠范
围， 并授权地方可按一定比例减
税6个地方税种和2个附加。 上述
政策惠及北京市100余万户纳税
人，减税规模达到90多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与市财政局共同印发文件， 明确
北京按50%的最高幅度顶格减征
“六税两费”。同时，市税务局优化
升级征管系统， 凡符合条件的纳
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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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采
用电子申报方式的纳税人只要项
目填写完整， 系统就可自动帮助
享受减免税优惠， 包括自动识别
纳税人是否可享受减税政策，自
动计算纳税人的可减免税金额，
自动生成纳税申报表。

2月征期， 本市共有近2万户
小规模纳税人申报享受增值税和
“六税两费 ” 优惠政策 ， 其中
7000余户小规模纳税人申报享受
增值税优惠政策 ， 1.2万余户小

规模纳税人申报享受 “六税两
费” 优惠政策。

由于符合相关条件， 威亮琴
行赶上了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
增值税月免税额度由原来的3万
元提高到10万元， 全年仅增值税
一项就能少缴纳近4万元。 “备案、
审批、退税通通不需要，系统自动
就把减免税计算出来了， 倍儿省
心！ ”谈到未来发展，陈伟亮说：
“降税费、引人才、涨工资，企业有
了活力，荆棘也能变坦途。 ”

实行 “财税一体化” 申
报财务报表缩短到3分钟

市税务局推行了“清单式”涉
税服务， 对外公布报告类、 发票
类、 申报类、 备案类、 证明类，
共五类119项 “最多跑一次” 业
务清单， 同步发布办税指南； 精
简压缩办税资料， 在全国率先实
施新办纳税人和初次申领增值税
发票纳税人 “一表申请” “一日
办结”， 有效缩短新办企业的开
立时间； 2019年起实现纳税人网
上提交注销申请， 对不存在强制
监控的纳税人， 按照优化注销的
程序即时办理。

由于财税存在各种差异，财
务系统与税务系统对财务报表的
格式要求也有所差异。 传统模式
下纳税人申报财务报表时， 需要
将财务软件产生的财务标准报表
人工转换为税务标准的财务报
表，再人工录入申报软件，报送速
度慢，数据准确率差。纳税人需要
手工填写100多项财务报表数据，
花费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为方便纳税人简便办税，市
税务局重点推进“财税一体化”项
目， 利用企业端和税务端报表进
行实时转换， 完成网上办税系统
对接。在财税一体化模式下，纳税

人只需简单的导出/导入， 不到3
分钟就可完成工作， 申报效率至
少提高3到5倍， 也提高了报税资
料的准确性。

“以往企业财务人员需要花
费大量精力进行财税报表转换以
及税务申报数据的生成， 还容易
录入错误。 ”中联集团合伙人、账
六六企服有限公司财税主管赵葳
表示， 财务报表及申报表转换功
能的使用， 提高了会计填报报表
的正确性和通过率，“这是真正的
一键报税，方便、快捷。 ”老板袁庆
生补充：“通过这个软件， 纳税申
报时间至少压缩60%。 ”

6天就收到退还增值税
留抵税额1365.3万元

此外， 按照国务院深化增值
税改革精神，财政部、税务总局明
确对部分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税
额予以退还。 享受此次增值税留
抵退税政策的纳税人范围主要是
先进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非金属
矿物制造业等企业， 共退还增值
税留抵税额81.3亿元。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收到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
1365.3万元， 从知道政策到税款
退到公司账户， 仅仅用了6天时
间。 公司负责人表示：“退税资金
的及时到位， 加快了企业资金的
周转速度， 这是真金白银及时雨
呀。 ”企业充分感受到税务部门提
速减负的力度， 看出了政府对制
造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和大力优化
营商环境的决心。

税务大礼包为企业送来“真金白银”

3月1日， 在石景山区企业开
办大厅， 北京幸福颐养护理院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雅领到了石
景山区首张新版企业营业执照。
同时， 北京桐铭美景信息咨询中
心负责人顾春梅也领到了全区首
张新版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启用新版营业执照的通
知》， 自2019年3月1日起， 对各
级登记机关准予设立、 变更登记
以及补发营业执照的各类市场主
体， 颁发新版营业执照 （含新版
《外国 （地区） 企业常驻代表机
构登记证》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代表证》）。

据石景山工商分局登记注册
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版营业执
照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监
制， 版式从竖版调整为横版， 设
有正本和副本， 版面内容及格局
均有所变化。 执照上的二维码也
进行了全面升级， 实现了与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公示的
企业信息精准对接和自动跳转，
并在营业执照上增加 “扫描二维

码登陆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 ’ 可以了解更多登记 、 备
案、 许可、 监管信息” 提示语，
方便社会公众查询公示的企业信
用信息。

新版营业执照还进一步提升
了安全性， 公众使用支持NFC功
能的手机扫描营业执照上的二维
码， 就可下载并安装 “营业执照
防伪标识验证APP”， 通过靠近
营业执照上带有芯片信息的防伪
标识进行识别验证， 甚至可以查
询到营业执照的生产批次， 实现
对营业执照的追本溯源。

申请人在领取纸质营业执照
时， 还将同步生成新版电子营业
执照以供下载和使用。 据了解，
登记注册部门将继续推进电子营
业执照跨区域、 跨行业、 跨领域
的应用， 鼓励经营者下载并使用
电子营业执照。

目前， 北京各区都可申领新
版营业执照。 “我昨天晚上才提
交的申请， 今天一早就收到了电
子执照已生成的短信， 很方便地
就下载了电子执照， 在公司楼下

的自助打照机打印了纸质营业执
照， 真的是又快又方便！” 3月1
日， 北京未已科技有限公司吴女
士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业
服务中心的营业执照自助打印机
前， 拿出手机给记者展示着自己
早上下载的海淀区首份新版电子
营业执照。

据了解， 海淀区在企业登记
全程电子化实现企业办事 “零见
面， 零跑路， 零成本” 的基础之
上， 不断延伸工商服务触角， 开
全市先河， 在中关村海淀园创业
服务中心设置了自助服务终端，
用于创业者自助领取营业执照。
截至目前， 海淀区是全市唯一试
点在政府部门之外的企业服务机
构提供营业执照自助领取服务
的。 “能在公司门口直接把网上
申请的营业执照打出来， 这搁过
去是想也想不到的啊！” 吴女士
拿着崭新的营业执照不断感叹。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市场
主体， 持有有效期内的原版营业
执照仍可继续使用， 也可到企业
开办大厅申请换发新照。

北北京京在在行行动动
优优化化营营商商环环境境

版式从竖版调为横版 同步生成新版电子营业执照

本市各区都可申领新版营业执照

□本报记者 任洁

妙峰山校园放映基地传承红色文化

妙峰山民族学校 “红色文
化电影传承” 放映基地日前挂
牌成立。 该校与门头沟区电影
发行放映服务中心携手， 将定
期在校园内放映红色电影， 并
组织一系列相关教育活动。

据校长马焕介绍， 展映活
动分为四个环节： 讲电影、 看
电影、 评电影、 演电影。 影片
展映后 ， 学生将通过手抄报 、
观 后 感 等 形 式 呈 现 观 看 体
会 ， 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

分享交流， 并利用学校戏剧课
程， 排练红色经典剧目。 学期
末 ， 学校将对优秀作品进行
评比和表彰。 本学期将陆续放
映 《离开雷锋的日子》 《新地
道战》 《小兵张嘎》 《厉害了
我的国》。

启动仪式当天， 师生代表
观看了 《离开雷锋的日子》， 剧
中主人公乔安山的孙女乔婷娇
来到学校， 为师生们讲述了电
影背后的故事。

3月4日， “爱在大栅栏 追
梦新时代 ” ———2019年大栅栏
榜样表彰活动举行。 10名优秀
个 人 及 8 个 优 秀 团 队 获 得
“大栅栏榜样” 称号。

“穿上警服， 她铿锵的步
伐， 迈出的是人民警察的豪迈
和担当； 走进胡同， 她牵肠挂
肚的是院里困难的街坊。” 伴随
一 段 段 感 人 事 迹 和 颁 奖 词 ，
2019年大栅栏榜样个人及团队
获得者相继揭晓。 在这10名优
秀个人及8个优秀团队中， 有几
十年如一日参与公益服务的志

愿者， 有坚持文化惠民践行社
会责任的企业， 有传承百年国
粹文化的京剧传承人， 有把老
人当亲人照料的助老团队， 还
有用温暖洒满87条街巷的物业
保安， 这些身边榜样， 源自基
层、 植根平凡， 彰显出道德的
温暖和精神的力量。

为展现榜样风采， 传递身
边力量， 2012年起， 大栅栏街
道启动 “爱在大栅栏” 榜样评
选表彰活动。 8年来， 该系列活
动共计表彰110名个人 、 133个
团队。

□本报记者 陈曦/文 陈艺/摄

2019“大栅栏榜样”出炉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我们出租车司机每天在路
上跑，遇到头疼脑热、行动不便
的乘客搭把手是举手之劳，感谢
大家认可。我们将继续帮助更多
的人，影响更多的人。”天坛雷锋
车队队长马燕利说。

3月4日， 东城区文明办联
合体育馆路街道、 龙潭西湖公
园管理处举办了 “志愿服务 爱
满东城” 学雷锋志愿服务推动
日活动。 参会领导为新命名的
“北京电力展示厅” 等10个 “学
雷锋教育实践基地” 授牌， 为
新命名的 “东城城管志愿服务
队” 等10支 “学雷锋品牌团队”
代表授旗， 为新当选的3个学雷

锋志愿服务 “四个100” 先进典
型代表赠送了书籍。 随后， 109
中学的6位学生表演了情景剧
《忠孝》， 积极参与街道志愿服
务的文明引导员 、 小巷管家 、
环卫工人、 保安和街巷长演绎
了 《学习雷锋好榜样》 歌曲。

启动仪式后， 东城区相关
委办局和街道组织的学雷锋志
愿服务队开展了医疗咨询、 义
诊服务和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
传等活动， 同时还进行了志愿
者招募活动。 除了宣传、 义诊
活动， 志愿者们还来到长青园
社区清扫院落、 清理堆物堆料，
用实践去宣传志愿服务精神。

东城10支“学雷锋品牌团队”授旗

“减税降费”释放改革红利 “财税一体化”提高办税便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