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廣東省稅務局副局長陳忠明介紹，為了讓減稅降費政策落
地，廣東推出《稅費優惠政策一本通》，分門別類集成了現行
300多項稅費優惠政策，實現減稅降費政策 「一站式、全稅費、
全天候」查詢。政策效應很快顯現。最新數據顯示，前4月，廣
東新增減稅達672.7億元，其中，包括增值稅在內，2019年新出台
減稅政策新增減稅241億元。增值稅改革是今年減稅降費大餐中
的一道 「主菜」。據新政，增值稅原適用16%稅率的，調整為
13%；原適用10%稅率的，調整為9%。4月起，該政策正式實施。

香港冠城鐘表珠寶集團有限公司旗下珠海羅西尼表業副總經
理張慧介紹，今年增值稅稅率直降3個點，公司稅負又下降了21%
，首月實際減少納稅稅費108萬元，其中，增值稅佔97萬元。 「
按照2018年10億元的年銷售額測算，我們全年增值稅減稅將超過
1000萬元。」

降稅讓公司發展更有底氣。張慧說，今年年初原定銷售目標是
增長5%-8%，受到稅率利好的影響，公司要將目標調高2000萬元以
上。 「我們將用減免的稅去開拓市場，同時，加大研發力度。」

裝備製造最受惠 增投研發
數據顯示，增值稅改革政策落地首月，廣東全省增值稅減徵

稅額130億元。其中，廣東製造業減徵增值稅61.4億元，佔該稅種
減徵總額比例47.2%。裝備製造業減稅效應最為突出。通用設備
、專用設備、儀器儀表等8個裝備製造明細行業，供減徵增值稅
29.1億元，佔製造業近半比例。

廣東中星電子有限公司是一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和 「獨角
獸」企業，公司財務負責人趙丹說，增值稅稅率降低，每年將為
企業減少稅負500多萬元。 「增值稅改革帶來的稅負降低，直接
增加了幾百萬元現金流，讓我們有更多資金投入研發。」

稅負降低促進研發投入，得到了數據的印證。最新統計顯示
，今年一季度，廣東省工業技術改造投資同比增長11%。隨着第
二季度增值稅改革政策落地，這種促進作用將更為明顯。

專家：稅率低於世界平均值
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小強，從2008年便開始跟蹤調研165個

國家的增值稅情況。 「到目前為止，這165個國家平均增值稅標準
值為14.89%，而我國今年將製造業增值稅稅率降低到13%，令稅率
降至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他說，這說明決策層決心大、氣魄大。

廣東財經大學特聘教授李林木表示，對廣東而言，從當期看
，能減輕企業負擔，增強企業發展後勁。從長遠看，有利於優化
經濟結構、拉動投資和消費，進而為粤港澳大灣區持續發展提供
動力。

5日，記者從廣東省政府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獲
悉，今年1至4月，廣東（含深圳）新增減稅672.7億
元（人民幣，下同）。其中，4月起實施的增值稅改
革，首月廣東增值稅減徵稅額達130億元，減稅幅度
達到27.3%。有港企表示，增值稅年減稅將在1000萬
元以上，將間接帶來企業營收目標大幅增長。

增值稅新政滿月 粵企降負130億

國務院：深化改革降雙創成本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6月5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
議，確定按照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求把大
眾創業萬眾創新引向深入的措施；部署抓
好農業生產、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
法（修訂草案）》。

為進一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更
大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會議確定了把 「雙
創」引向深入的措施。一是發揮 「雙創」
支撐就業的重要作用，提供更多適應高校
畢業生、退役軍人等重點群體就業需求的
崗位。深化 「放管服」改革，制定《優化
營商環境條例》，降低創業創新成本。二

是發揮 「雙創」促進科技創新的獨特作用
。支持 「雙創」示範基地在科研立項實施
、成果確權和轉化等方面先行先試。加快
落實研發費用按75%比例稅前加計扣除的
政策，並研究加大政策力度。三是支持打
造 「雙創」平台，推動大中小企業融通發
展。完善股權、薪酬等激勵機制，促進各
類企業協同創新。四是推動 「互聯網＋」
升級。加快發展工業互聯網，拓展 「互聯
網＋」在醫療、養老、教育等社會領域的
應用。五是引導金融機構降低小微企業融
資實際利率和綜合成本，將小微企業不良
貸款容忍度從不高於各項貸款不良率2個百
分點放寬到3個百分點。鼓勵風投、創投加

大對 「雙創」的支持力度。支持創業孵化
機構、創投企業發債融資。

保障農產品供應穩定價格
會議指出，抓好農業生產、保證農產

品充裕供給，是穩物價、穩預期、保民生
的重要基礎，對應對當前複雜形勢、促進
擴大消費、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具有重要意
義。一要抓好糧食夏收和收購工作，加強
夏種夏管，夯實秋糧生產基礎。二要抓好
非洲豬瘟疫情防控和生豬生產恢復工作，
鼓勵補欄增養。三要抓好大豆等油料生產
，保障水果蔬菜等鮮活農產品供應，穩定
價格水平。

據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消息
，在深圳市用人單位就業的香港、澳門、
台灣居民如果失業，符合條件可在深圳辦
理失業登記，享受相應公共就業服務。非
本人意願中斷就業且失業前參加失業保險
累計滿一年，或不滿一年但本人有失業保
險金領取期限的，可在辦理失業登記同時
申領失業保險金。

據了解，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可向深圳
任一街道公共就業服務機構提出申請並提
交材料。審核通過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
出具《深圳市失業登記證明》送達申請人
。失業人員登記後可享受就業創業政策法
規諮詢，職業供求信息、市場工資指導價
位信息等公共就業服務。

（記者 毛麗娟）

在深就業港人失業可領保險金

創交會將於6月21-23日
在廣州舉辦。廣州市政府副

秘書長張建華5日在發布會上表示，今年有
32個香港項目參展，涵蓋人工智能、物聯
網、生物醫療等多個主題。

港澳專區將成為本屆創交會亮點之一。

張建華說，往年創交會上，香港帶來 「
MAD Gaze」智能眼鏡研發項目等都受到極
大關注和青睞。他表示，將加強廣州和港澳
地區創新創業資源的融合，為粵港澳大灣區
區域發展和科技合作服務。

（記者 李理）

32香港項目亮相穗創交會

外貿大省福建日前出台11條措施，助
力拓展與海絲沿線國家和地區電商合作空
間。措施鼓勵創新跨境電商服務、設立特
色園區、推進海外倉建設等。

據了解，這 「11條」措施聚焦絲路電
商主體建設、加快絲路電商產業集聚、拓
寬絲路電商跨境通道、優化絲路電商發展
環境等四個方面。福建省商務廳表示， 「
11條」措施不僅在跨境電商服務、業務及
通道上給出具體支持方向，在支持電商企
業方面也給出了實在的獎補支持。

（記者 何德花）

閩出台11條助推絲路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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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敖敏輝廣州報道

【大公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
報道：除了普惠性減稅降費政策，
一些面向特定群體的專項減稅政策
也陸續出台。記者5日獲悉，備受關
注的粵港澳大灣區境外高端和緊缺
人才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細則制
定已近尾聲，將很快發布。

為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今年3月16日，財政部、國家稅
務總局發布《關於粵港澳大灣區
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
通知明確，廣東省、深圳市按內
地與香港個人所得稅稅負差額，
對在大灣區工作的境外（含港澳
台）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給予補
貼，該補貼免徵個人所得稅。至

於對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認定
及補貼辦法，通知稱按廣東省、深
圳市有關規定執行。

通知出台後，具體細則何時出
台備受關注。5月25日，深圳副市長

王立新出席公開活動時，宣布了一項
吸引人才的新政：對在深圳工作的境
外（含港澳台）高端和緊缺人才繳納
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超過應納稅所
得額15%的部分，將由深圳政府以財

政補貼形式返還。這一說法被認
為是深圳或將出台落實兩部委《
通知》地方細則的前奏。

5日，廣東省財政廳相關負
責人在接受大公報查詢時表示，
落實兩部委《通知》的政策細則
制定等工作，已接近尾聲，將很
快公布。據悉，此次細則，或將
包含多個政策文件，對人才認定
辦法、個稅補貼方式和渠道都將
進行明確。

灣區境外人才個稅優惠細則將出台

▲灣區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的個稅優惠
政策一直受到關注 大公報記者敖敏輝攝

▲廣東省增值稅改革後，製造業企業最為受惠，可將減負的稅額投入到研發開發當中。圖為廣東省一家企業
的生產車間 大公報記者敖敏輝攝

六招保財政收支平衡
多渠道籌資金彌補減收

•包括加快盤活國有資產資源，清理
處置閒置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

保障重點支出需要
•一方面，加大對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支持打好三大攻堅戰、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等重點領域投入力
度，另一方面，加大對市縣轉移
支付和債券轉貸力度

硬化預算執行約束
•無預算不安排支出，除應急救災等
支出外，預算執行中不再追加預算

深化預算編制執行監督管理改革
•推動財政向部門放權，省級向市

縣放權

機關帶頭過緊日子
•大力壓減一般性支出，省級一般

性支出按5%比例統一壓減， 「三
公」 經費比上年下降10.7%

加強財政運行監控分析
•密切關注減稅降費對財政運行的
影響，對確因財力不足影響 「三
保」 保障、庫款流動性緊張予以
適當支持

（記者敖敏輝整理）

單位：人民幣

•新增減稅總額672.7億，
2019 年 新 政 新 增 減 稅
241.1億

•首月增值稅減徵稅130億
，減稅幅度27.3%

•首月製造業減徵增值稅
61.4億

•小微企普惠政策新增減稅
65.8億

•個人所得新增減稅324.4億
，其中基本減除費用和稅
率調整新增減稅293.8億，
專項附加扣除減稅30.6億

（記者敖敏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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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月新增減稅672億 有港商稱全年慳逾千萬

【大公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
報道：今年是職工全面享受個稅改
革之元年，有港企表示，新政後大
部分員工個稅減幅在50%以上。為
員工減負的同時，也利於企業招攬
人才。

去年8月31日，第十三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了
關於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其
中， 「起徵點」提高至每月5000元
（人民幣，下同），還將個人工資

薪金、勞務報酬、稿酬和特許權使
用費4項所得納入綜合徵稅範圍。
同時，設立子女教育、繼續教育、
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或者住房
租金、贍養老人等6項專項附加扣
除。

珠海橫琴麗新文創天地有限公
司隸屬於香港麗豐控股，是一家成
立於橫琴自貿區的港資企業。公司
人事部經理車女士說，人力資源是
公司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目

前，公司員工每月薪酬從4000元左
右到20000多元不等，新政全面實施
後，有四分之三的員工個稅減幅超
過50%，有69名員工繳納個稅數額
為零。

她以公司一中層管理人員為例
，每月扣除 「三險一金」後，工資
為15871元，個稅改革後，每月還可
專項附加扣除1000元，預計全年只
需繳納個稅9325元，減稅效果非常
明顯。

港企：個稅改革利企業攬才

▲端午假期，港珠澳邊檢站客流估計將
超160萬人次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攝

端午假珠海港澳口岸料迎客160萬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報道：

為期3天的端午小長假將於7日鳴笛。廣東
省交通集團預計，端午假期將以短途出遊
為主，大灣區將是主要繁忙區域。而珠海
邊檢總站也表示，其所轄毗鄰港澳地區的9
個旅檢邊檢站在三天假期查驗出入境旅客
將超160萬人次，迎來內地客港澳遊、出境
遊和港澳客入境前往珠三角短途遊的雙向
客流高峰。

邊檢部門對客流數據分析預測，拱北

口岸在端午假期的出境高峰預計每日早上8
時至下午1時，入境高峰預計為每日下午4
時至晚上8時。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珠
港出境高峰為早上8時至11時，入境高峰為
早上9時到12時。

據《2019端午小長假出遊趨勢報告》
顯示，選擇帶兒童出行用戶同比增長130%
，各類主題公園成為親子遊首選。境外主
題公園中，香港迪士尼樂園、香港海洋公
園入列 「熱門前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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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海絲博覽會上，外國客商在介
紹展示產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