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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税务局：

东莞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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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管瑞瑄

小微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

军、 就业的主渠道和创新的新兴力量。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实施更大

规模的减税，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

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

负担”， 近期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

政策、增值税税率下调等减税降费措施

的频频出台，为小微企业发展带来了春

天。 近日，记者走访了多家小微企业，了

解到东莞税务部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让企业充分享受政策红利，一起来听

听他们的“获得感”。

普惠性税收优惠力度大

轻负前行再迎利好

据了解，2019 年， 小型微利企业所

得税优惠再扩围，在减半征收企业所得

税优惠的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

限由 50 万元提高至 100 万元的基础

上，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

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

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

业所得税。 将年应纳税所得额提高至不

超过 300 万元，将从业人数提高至不超

过 300 人， 将资产总额提高至不超过

5000 万元。 除此之外，还明确了对月销

售额 10 万元以下

（含本数

）的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起点从

月销售额3万提到10万的政策让像东莞

市大朗喜喜茶餐厅这样的小规模纳税

人迈入了免增增值税的行列。 该餐厅负

责人叶耀棠表示，去年每季度销售收入

均不超过30万元， 共缴纳增值税近3万

元。 现在新政策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季度

销售收入不超过30万元，则不需要缴纳

增值税。 叶耀棠说，“不要小看这几万块

钱，这让我们小微企业获得感大大增强

了，我们打算将这笔钱用于整体格调设

计、新菜品引入、员工培训等方面。 ”

叶耀棠对税务部门的减税降费配

套服务点赞不已，“东莞税务部门专门

给我们推送了符合条件的相关政策，为

我们顺利享受优惠提供指引，在帮我们

顺畅享受红利的时候，还给我配了一个

减税降费‘小会计’！ ”说完，叶耀棠现场

便向记者“秀”了一把他的减税降费“便

民法宝”，只见他在“东莞税务”微信公

众号“微办税”模块，启动了减税降费

“一键查”小程序，输入手机号码并进行

验证后，便可清楚地看到了近几个月来

享受到的税费优惠情况。

从“让纳税人知道有什么政策红

利”到“让纳税人轻松享受该享受的红

利”到“让纳税人快速了解享受了多少

红利”，这一场减税降费大潮中，东莞税

务部门全力将政策落实到“最后一公

里”，将红利释放到“每一位应享者”。 据

了解，该小程序目前已能够为纳税人快

速提供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建税、房

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

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

加等税费优惠享受情况明细。

增值税税率降了又降

小微“智造” 研发动力更足

4 月初， 广东东莞晟鼎精密仪器有

限公司作为广东省唯一参会企业代表，

“进京” 参加了国家税务总局“落实减

税降费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主题座

谈会。 作为广东省大学生创业带头人，

广东东莞晟鼎精密仪器有限公司执行

总裁冼健威坦言公司一路走来离不开

国家政策的支持和税务部门的帮助：

“国家助力我们小微企业发展的力度越

来越来大， 仅 2018 年， 我们就享受到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减免税额超 15 万

元。”

“作为一家小微企业， 又是大学生

创业公司， 我们主要资金人力都投入

到生产研发， 对税务管理很担忧， 就

怕税务方面哪里出错， 优惠政策没有

及时享受到。” 作为一家经营表面性能

处理及检测的光学仪器设备制智及销

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冼健威向分

享了记者他创业路上的“担忧”， “但

公司发展以来， 税务部门的服务十分

贴心， 除了安排专人作为我们公司的

税务顾问， 定期上门为我们进行精准

的、 专属的政策和税务管理辅导外，

机构合并后更通过微信群 ， 提供了

‘莞税秘书’ 24 小时在线服务。” 在税

务部门的政策辅导下， 2018 年公司成

功评为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研发生产

的接触角测量仪已经连续三年国内销

售第一。

“在税务部门的辅导和测算分析

下， 今年 4 月 1 日起， 我们顺畅享受

到了增值税税率下调的优惠政策， 预

计全年减税 5 万元左右， 加上新一轮

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等， 我

们预计全年减免税额超 60 万元。” 冼

健威兴奋地告诉记者， “接下来， 我

们打算把这笔减税款当做我们研发资

金， 扩充我们的研发团队， 加强研发

人员培训， 促进研发队伍建设， 进一

步增强企业创新研发能力。”

记者从东莞市税务局了解到，

2018 年 5 月 1 日起， 制造业等行业增

值税税率从 17%降至 16%， 交通运输、

建筑、 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

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 11%降至 10%。

今年政府报告指出， 普惠性减税与结

构性减税并举， 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

微企业税收负担。 深化增值税改革，

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 16%的税率降至

13%， 将交通运输业、 建筑业等行业现

行 10%的税率降至 9%， 确保主要行业

税负明显降低。

税惠享受轻松快捷

纳税人收获满满获得感

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

是减轻企业负担、 推动企业创新研发、

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 而在新政

出台之后， 税务部门致力于打通小微

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享受的全环节， 让

小微企业纳税人普遍感受到了更大的

减税效益， 更简的申报流程， 更优的

宣传辅导。

“政策红利多了， 减税红包大了，

但真没想到领起来却更简单了！ ”郭丝

韵是东莞市东城瑾初婚礼策划工作室

的负责人，在税务部门辅导下得知可以

享受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便在东

城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进行申报，“没

想到前后不到三分钟，我就完成了减税

申报，‘红包’领得越来越快捷了！ ”。

郭丝韵赞不绝口的正是税务部门

为纳税人更便捷领取微企业普惠性减

税政策“红包”而推出的特色举措，作为

新一轮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的一

大特点，纳税人只需要如实填写纳税申

报表即可享受普惠性减税政策，无需任

何审批流程、 核查手续和证明资料，申

报就可以享受。

记者了解到，为了支持小微企业乘

减税降费春风发展壮大，东莞税务部门

还从为企业顺利享受政策红利提供贴

心的政策辅导服务上发力。 4 月 23 日，

东莞市税务局联合携手东莞市商务局、

共青团东莞市委员会、中国建设银行东

莞市分行、 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东莞市青年

企业家协会六大单位，联合举办的“加

油吧 粤港澳青年创业家”为主题的税助

湾区青创行沙龙活动中，通过设置“创

业故事汇”“融资更有道”“青创加油站”

“汇智前行”等环节，帮助粤港澳青年及

时了解国家政策、 融资服务等资讯、提

升干事创业的信心和本领，为其企业增

添创新研发和发展壮大助力。

4 月，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

与共青团东莞市委员会联合组织全市

税务系统团员青年与东莞志愿者组成

“税务青年助企团”志愿服务队。 而在此

次活动现场，东莞税务青年助企团正式

授旗启程，充分凝聚了全市税务系统青

年干部力量，为企业、特别是青年创业

企业发展提供税收政策乃至国家助力

创新创业各类政策的咨询与辅导。

税务青年助企团成立以来，各镇街

分队纷纷组建“减税降费”青年讲师团，

深入企业、商圈、学校等开展了一系列

青年助企团“减税降费在行动”、“小微

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等系列宣传

辅导活动，石龙分队联合石龙镇促进青

年事业成长协会成立石龙税务青年助

企团“共促共建”联络点，麻涌分队青年

助企团走进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开展“减

税降费 心飞梦扬”税收沙龙活动，寮步

分队走进东风日产文体中心，举办税企

同乐嘉年华活动等等。

“接下来， 我们会继续凝聚青年税

务干部带头助企的先锋力量，持续开展

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助企活动，帮助企业

更好更充分地享受国家政策红利。 ”国

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机关党委副

书记刘霞说。

减税降费效应叠加 东莞小微企业信心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