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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纳税清单、

社保费业务、申报纳税等税务业务以后

均能在建行网点办理，银行与税局的携

手正使金融与纳税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8 月 22 日，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与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联合举办

“银税携手、助力营商”银税互联自助办

税业务暨劳动者港湾合作共建发布会，

建设银行广州天河支行等第一批上线

网点的智慧柜员机正式开通自助办税

服务功能。

据广东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处长

潘启平介绍，本次“银税互联自助办税”

平台的推出，是广东省税务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的重要成

果，也是广东省税务局积极落实国家关

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部署的重要举措。 税务部门充分利用银

行网点数量多、覆盖面广等优势，将自

助办税服务功能引入银行智慧柜员机，

与银行共同搭建开放式自助办税平台，

并开展劳动者港湾合作共建，提供有针

对性的税费咨询服务，探索互嵌式延伸

服务，为纳税人提供高效率、有温度的

税务及金融服务。

本次首批上线网点共有 15 个，全

面覆盖广州市 11 个行政区域。 第一批

上线功能有 28 项，涵盖身份认证、证明

办理、社保费业务、申报纳税、其他业务

五大类别，不仅包括纳税

（缴费）

人最常

用的开具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和纳税

清单、个人社保费完税证明、车船税完

税证明等便民事项，还可提供纳税信用

信息、税务事项审批结果、税种核定、个

人缴费明细等实用查询功能。

纳税人只需携带身份证，通过建设

银行网点智慧柜员机验证身份成功后，

即可自助办理所需税费事项。 纳税人一

证在手，无需填表，无需提供额外纸质

资料，最快只需 1 分钟便可办妥。 广州

市倍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林志

星表示：“开放式自助办税平台融合了

常用的税费查询和办理功能，使我们能

够进一个门办两家事，以后办理税费业

务又多了一个便捷渠道，为两个部门优

化营商环境的实招点赞！ 有了如此优质

的服务， 我们企业也将更加诚信经营、

创造更好的业绩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

贡献。 ”

除了合作搭建开放式自助办税平

台以外，广东省税务局与中国建设银行

广东省分行还在税费政策宣传辅导、金

融服务延伸等内容开展深度合作。 比

如，银行网点营业厅在劳动者港湾区域

设置税务宣传专栏，摆放最新税费政策

宣传手册， 播放减税降费宣传视频，增

强大众自觉纳税、自主办税意识。 另外，

税务人员定期到银行网点开展税费专

题咨询辅导活动，围绕纳税人近期关注

的热点难点问题，面对面讲解税费业务

办理要点，听取纳税人的意见建议。

建设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副书记廖

永红表示：“建行网点具有分布广、安全

性高等优势，在推进办税缴费便利化改

革中， 建行积极落实总行金融科技等

‘三大战略’，以科技赋能，将网点打造

为智慧政务大厅， 让金融服务更加普

惠、共享、科技，让人民群众享受到实实

在在的便利。 ”此次“银税互联自助办

税”项目的启动，标志着建行智慧政务

建设打开了一扇新窗，后期建行还将进

一步扩大智慧政务服务半径，填补智慧

政务服务空缺，真正让企业和群众少跑

腿、好办事。

接下来，广东省税务局将在功能成

熟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智慧柜员

机的办税功能清单， 丰富申报纳税功

能。 同时，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也将稳

步开放共享自身资源， 将全省 1100 多

家网点的约 4110 台智慧柜员机全部上

线自助办税功能，双方致力于共同打造

“多业务、全天候、面对面、类前台”的智

能办税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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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税合作步上新台阶

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等个人税务业务均能在建行网点自助办理

开通自助办税服务功能的智慧柜员机。

正式启动银税互联、自助办税项目。

签署自助办税业务暨劳动者港湾

合作共建协议。

据新华社电

资源税法草案22日提

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作的关于资源

税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周光权说，为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资源税税制，制

定资源税法是必要的， 草案经过审议修

改，已经比较成熟。

2018年12月23日， 资源税法草案首

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开启

了由税收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的进程。

这次系草案第二次提交最高立法机关审

议， 释放出我国税收法定进程加速的重

要信号。

草案二审稿将征税范围的表述由

“开采本法规定的矿产品或者生产盐”修

改为“开发应税资源”；同时明确，应税资

源的具体范围，由本法所附《资源税税目

税率表》确定。

根据草案二审稿， 国务院根据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依照本法的原则，

对取用地表水或者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

试点征收水资源税。征收水资源税的，停

止征收水资源费。此外，草案二审稿增加

规定， 对开采稠油、 高凝油以及三次采

油，相应减征资源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时隔

不足一个月， 年内第二只货币基金发

出清盘决定。日前，前海开源尊享货币

基金发布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

果暨决议生效公告。公告称，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了终止基金合同

的议案，基金将于 8 月 21 日起进入清

算期， 停止办理赎回、 转换转出等业

务。而在本月初，货币基金交银施罗德

天运宝货基因为触发基金合同终止事

项，已实施了清盘。Wind 数据显示，截

至二季度末， 市场上还有 4 只货币基

金合并规模低于 5000 万元。按照相关

规定，这类基金也存在清盘的可能。

年内第二只货基清盘

根据公告， 前海开源尊享货币基

金此次清盘是通过持有人大会表决决

定的。 截至二季度末， 前海开源尊享

A、B 两类份额合计规模为 1.04 亿元，

并未低于 5000 万元清盘线。二季报也

显示， 前海开源尊享货币基金也未曾

有过连续 20 个交易日规模低于 5000

万元的情形。 因此此次清盘被认为是

主动终止运作的缘故。 从持有人结构

来看，该基金持有人较为单一，截至二

季度末， 一机构投资者持有其份额占

比达到 75.54%。

而今年首只清盘的货币基金则是

触发清盘条件。 8 月 2 日，交银施罗德

基金发布公告称， 交银施罗德天运宝

货基已触发基金合同终止事由， 为保

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自 8 月 9 日

起进入清算程序。数据显示，该基金已

连续 6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

低于 5000 万元的情形。 据了解，该基

金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募集总

规模 2.2 亿元，而到今年二季度末，其

规模已缩至 1207.5 万元。

仍有 4只基金处在红线下

事实上，自 2018 年 8 月达到峰值

后，货币基金的规模整体出现下行。根

据中银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报告 ，

2019 年上半年，货币基金资产净值从

2018 年底的 7.59 万亿元减少到 7.23

万亿元。 而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货币

市场基金达到历史最高点 8.24 万亿

元。换句话说，货币基金规模近 9 个月

减少了 1 万亿元。

货币基金规模缩减， 与货币基金

受市场流动性宽松影响， 导致收益下

行密切相关。 比如市场中规模最大的

天弘余额宝，7 日年化收益率已从年

初的 4%以上一路下滑至目前的

2.38%。

当前， 还有多只货币基金在生存

线上挣扎。 Wind 数据显示，在存量的

700 多只货币基金中，截至二季度末，

仍有 4 只基金规模低于 5000 万元。 此

外，还有大成、民生加银等多家基金公

司旗下的货基在 5000 万元生存线附

近。

华创证券分析师周冠南在研报中

指出， 由于二季度后半段资金利率显

著回落至历史低位， 基金收益率表现

较差，叠加流动性分层加剧、中小银行

的资产负债调整， 使得货基资产规模

出现回落。未来，整体平稳宽松的资金

环境及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或进一步

压低资金价格中枢水平， 使得货基收

益表现存在一定压力。 同时对于货币

基金严监管的态势或将延续， 且银行

发力现金管理类产品挤压货基客户来

源， 货基规模或仍然难以恢复明显增

长。

规模萎缩、收益下行

年内再现货币基金清盘

资源税法草案再次

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