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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加速度

省税务局总经济师郑元芳介绍，自疫情发生以
来，福建税务部门从多个方面推动减税红利加速落
地，助力企业减负增效，助力经济回暖向好。

便民办税，非接触式更高效。据统计，2月1日
至3月30日，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电子税务局
实现网上办税超 279.1 万人次、办理涉税事项超
279.5万笔，网上申报率平均达98.93%；通过电子税
务局邮寄发票9.63万户次、通过自助终端自取申领
和代开发票 17.53万户次、通过预约办税达 6.56万
人次。税务部门还细化提出 147条便民办税服务
措施，疫情期间组建175个疫情防控工作专家团队
和641个非接触式办税辅导微信群。

扩大受众，“房土两税”减免有实效。将以往只
针对个别企业的房产税和土地增值税困难减免扩
大至行业性、普惠制减免，实现从“点的到位”到“面
的拓展”。在 2020年 9月 30日前不动产出租方都
可以提交减免申请。截至3月25日，全省税务系统

已针对企业核准困难减免事项达1.12万笔，核准金
额3.84亿元；针对不动产出租方为个体工商户减免
租金相应减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319万元。

精准核查，留抵退税见成效。经过逐户核实，
对疫情重点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全额退还增值税增
量留抵税额。截至 3月 25日，我省已有 94户次企
业申请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1.46亿元，其中，
主管税务机关已审批通过的税额 4604.18万元，已
退还的税额2925.79万元。

退税加速，支持外贸稳定发展。对生产防疫物
资的生产型出口企业，做到“随到、随审、随办、随
退”，加快企业资金回笼。目前，全省一、二、三类出
口企业已全面实现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管理；疫情
防控期间，对第四类出口企业允许先实行出口退税
无纸化申报，待疫情结束后补充提交相关纸质材
料，目前网上申报率已达100%。截至3月31日，全
省税务部门已办理出口退税146.28亿元。

省税务局：减税红利加速落地

据福建日报报道 4月1日，福建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
作第十七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福
建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的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
的财税（费）政策等情况，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医保局、省税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减征医保 减免社保 免征增值税

多项利好政策助企业复工复产
记者获悉，我省加快落实社保费减免政策，截至

3月25日，全省共确定大型企业及其分支机构3819
户，中小微型企业（含有雇工个体工商户）约64.96万
户，已落实社保费抵减及退费超17.01亿元。

为纾解企业困难，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根据国家
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我省实施阶段性减免企
业社会保险费工作，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顶格落
实减免政策，最大范围、最大幅度、最长期限来减轻福
建企业缴费负担。2月至6月，免征中小微企业和以单
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2月至4月，减
半征收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
缴费部分；另外，对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
难的企业，还允许其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缓缴期限
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据测算，此次全省预计将减免企业三项社会保险
缴费130亿元，减免的主要是中小微企业的缴费，约占

减免总额90%。按照“应退尽退”要求，在无需参保单位
提交申请及报送相关资料的前提下，省财政厅根据社
保经办机构提交的退费申请，拨付13.36亿元，用于落
实2月份企业已缴社保费的退费。省税务局在省统计
局、人行、证券业协会等部门提供的福建大型企业名单
基础上，结合税务部门掌握的相关数据，确定适用社保
费减免政策对象分类清单。以“减少缴费人事务性负
担”为原则，制定明确简洁的退抵费操作流程，及时提
供退费相关信息，加快为企业批量办理退抵费。

“此次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缴费，是应对疫情
所采取的特殊措施，减免力度比以往降低社保费率
更大，针对性更强。政策将发挥社会保险社会减震
器和民生安全网的功能，兜牢民生底线，支持经济
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省人社厅副厅长高榕说。她
同时表示，此次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减免
的是企业单位缴费部分，重点是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职工个人权益不会因此受影响。

省人社厅：减免企业社保费超17亿元

围绕省委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省
财政厅统筹整合专项资金，通过奖励激励、经费补
助、贷款贴息等涉及面广、针对性强的手段，扎实
做好财政资金保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和重点行
业提高复工率。

新闻发布会上，省财政厅副厅长杨隽介绍，省财
政厅通过安排前期工作经费、给予招商引资激励和
提前开工奖励等措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分区域提
高岗位津贴标准、调整工程价款结算范围、安排新增
贷款贴息资金，对受疫情影响的环卫工人、物业服务
以及建筑企业给予扶持，促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健
康发展；分别安排道路货物运输企业购置冷藏运输
车辆补助资金2000万元和城市绿色配送试点正向激
励资金8000万元，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动能。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债券作用也是重要抓手。
省财政厅出台13条措施督促各地加快将已发行下

达的提前批债券资金共486亿元及时投入到交通、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生态环保、水利、教育、
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
量。同时，进一步统筹用好中央和省级预算内投
资资金，加快重点项目存量资金拨付进度，提升政
府投资基金使用效能，规范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PPP）模式，支持扩大有效投资。

省财政厅还充分发挥省级企业技改基金作
用，进一步降低申请门槛，扩大支持范围，加快基
金项目贷审批和放贷进度，大力支持受疫情影响
和复工复产的工业企业的技改融资，鼓励技改基
金流动性投放。同时，进一步扩大基金规模，省财
政安排5亿元用于技改项目贴息，通过基金对技术
改造项目的投入，不断增强企业的投资信心，调动
地方各级政府支持技术改造的积极性，着力支持
和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省财政厅：多举措支持复工复产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省出台《关于阶
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实施意见》，明确
全省企业单位从 2020年 2月起阶段性降低企业单
位缴纳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截
至 3月 13日，全省各设区市均出台了贯彻落实政
策。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除莆田市降至
5%外，其余设区市降至 4%；生育保险费率除厦门
市外，其余降至0.35%；减征期限除南平市减征3个
月外，其余减征期为5个月。预计全省企业单位可
减轻缴费负担32亿元。

省医保局副局长梁步腾介绍，对因疫情影响面
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在减征缴费的
基础上叠加缓缴政策，可向当地医保部门（厦门市
由税务部门）申请缓缴，缓缴期限不超过疫情解除
后3个月。缓缴期间不影响参保职工医保待遇，暂
不划拨个人账户，缓缴期间不收滞纳金。截至3月

20日，全省已有7081家中小企业提出缓缴申请，缓
缴金额9462万元。

对企业单位已经缴交的2月份保费，由当地经
办部门直接发起批量退回减征部分的保费，企业单
位无需提交申请及报送相关资料。目前，全省已批
量退回企业单位缴费60566万元，惠及292874家企
业。

为保障职工权益，在减征缓缴期间，企业单位
继续做好职工医保缴费和代扣代缴个人缴费义务，
医保部门做好个人权益记录，参保职工医保待遇不
降低，个人权益不受影响，缓缴企业参保职工的个
人账户待企业补缴后一次性补划入。

为优化服务，医保部门大力推行“不见面”非接
触办理方式，企业单位可通过闽政通App、“E点通”
等网上服务平台办理申请缓缴、申报缴费业务，试
行容缺受理、事后补交材料等。

省医保局：助企“轻装上阵”

本报讯“我就是厦门市思明区的CSO，全
区上下各级党员干部都是CSO，服务是我们的
职责。只要企业提出需求，我们将千方百计设
法满足！”厦门市思明区委书记廖华生对客商
说，他的电子名片没有官衔，注明着“思明区
CSO”和联系电话。

CSO（Chief-Service-Officer），即“首席服
务官”，主要为辖内企业、有意向到思明区投资
的客商提供“面对面、键对键”的全天候全方位
服务。该服务要求每位党员干部实行首问负
责制，只要企业提出问题，后续落实便由首次
接收问题的干部负责到底。

疫情发生以来，厦门市思明区全面升级
CSO服务，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人
才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促进
企业行稳致远的强大动力。

建立企业和项目复工复产“一对一”挂钩
联系机制，1100多名干部担任企业“首席服务
官”，挂钩联系全区近 1200 家重点企业和项
目，带着 1 筐“暖企”政策、1 张问题明细表、1
个防控指南，深入企业一线点对点解决企业所
急所需。

在思明区“火烧云”健康管理平台，推出企
业复工复产问题“一对一”帮扶直通车，首席服
务官认领反馈解决企业提交的困难和问题。
针对企业亟待解决的“防疫问题、人的问题、钱
的问题”，思明区组建物资协调、住房协调、法
律服务、政策兑现、房租减免、融资及担保、税
费减免、员工招聘、住宿餐饮、环境消杀、防控
指导、政策解读等 12个专项工作组，第一时间
打通渠道，对口协调解决。

思明区商务局服务专员在一对一挂钩联系
中，为朴朴、雷行网络科技等企业解决112位员
工居住难问题。梧村街道服务专员团队利用辖
区企业资源筹建重点工程突击队，帮助禾祥鑫
天地等市区重点项目顺利复工。 街道服务
专员为元初食品企业落实口罩供应难问题，并
牵线搭桥推动其旗下餐饮品牌供应外卖，助力
其全市84家门店在初四即全部恢复营业，迎来
销售“开门红”。

全区800多个党组织在协助企业抓细抓实
疫情防控措施基础上，设置“党员先锋岗”“党
员突击队”“项目攻坚队”等载体，深入开展“我
是党员我承诺”“防疫我先上，奉献我先行”“疫

情下的企业新生策略建议”等活动，带动广大
企业职工在疫情防控、生产经营、转型发展中
比自律、比作为、比奉献。

思明区人社局党总支在2月上旬率先成立
企业员工排查和用工服务专班，作为“全天候
就业服务管家”，组织“思明区春风行动线上公
益招聘月”活动，全力打通企业“用工难”操作
链，并快速完成辖区 20417家企业的 2019年度
稳岗补贴审核，兑现金额达3154万元。奥佳华
集团党总支激励返岗党员职工全力以赴赶工
生产，在疫情初期联合钟南山团队向火神山医
院定向捐赠价值300万元准医用级空气净化器
的基础上，又向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随州市中心医院等疫区重点医院捐赠价
值600万元的高品质按摩椅。中联永亨集团党
支部组织党员成立先锋队，在各项目部落实口
罩发放、体温测量等防御措施，保障项目顺利
进展。创客猫联合党支部推动公司对起到先
锋带头作用、主动参加防疫志愿工作的员工给
予双倍工资补贴，营造既抓防疫又搞生产的浓
厚氛围。

（通讯员 吴宝岩）

“我就是厦门市思明区的CSO”
1100多名党员干部“一对一”服务重点企业和项目

本报讯 省人社厅近日向社会公布2020
年第一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和拖欠农民
工工资“黑名单”，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加大对拖欠工资等违法犯罪行为惩戒力度。

一、中天城投（福建）建设有限公司拖
欠劳动报酬案

中天城投（福建）建设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50902MA2YLLLE13；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 611 号 2208
室；法定代表人：蓝永基。

2019年11月8日，龙岩市新罗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到龙岩市信访局转
办件，反映中天城投（福建）建设有限公司

存在拖欠劳动报酬问题。

经查，中天城投（福建）建设有限公司承

接阳光城檀悦项目中拖欠16名劳动者劳动
报酬共计79.6641万元。2019年12月9日，
龙岩市新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
向该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整改指令

书》。该公司逾期，且相关责任人拒不履行。

2020年1月20日，龙岩市新罗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目前，公

安机关侦办中。
二、漳州灌鑫旅行用品有限公司拖欠

劳动报酬案
漳州灌鑫旅行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50623595973062F；地址：
漳州市漳浦县深土镇示埔村东城；法定代
表人：陈景森。

2019年9月24日，漳州市漳浦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到劳动者投诉，反映
漳州灌鑫旅行用品有限公司存在拖欠劳
动报酬问题。

经查，漳州灌鑫旅行用品有限公司拖

欠 19名劳动者劳动报酬共计 17.24735万

元。2019年9月29日，漳浦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依法向该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

察限期整改指令书》，该公司逾期未履行。

2019年12月2日，漳州市漳浦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
处。目前，公安机关侦办中。

三、陈小红拖欠劳动报酬案
陈 小 红 ，身 份 证 号 ：51072******

8495。

2019年 11月 13日，漳州市漳浦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到劳动者投诉，反
映陈小红存在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问题。

经查，陈小红承包漳浦县碧桂园御江
府项目泥水班组，拖欠 11 名工人工资
10.6619万元。2020年 1月 15日，漳浦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下达了《劳动
保障监察责令改正指令书》，陈小红逾期
且拒不履行。

2020 年 2 月 29 日，漳州市漳浦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涉嫌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罪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

理。2020年 3月 2日，公安机关予以立案
侦查。

此外，为加强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
失信行为的惩戒，切实维护农民工劳动报
酬权益，省人社厅公布被列入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管理的用人单位，名单如下：

根治欠薪进行时 今年全省首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和欠薪“黑名单”公布

在泉州市惠安县泉惠石化工业园区，中化泉州乙
烯项目部EOEG装置班长刘飞奇正在开DN600手阀，
确保装置运行。 （文/通讯员 黄小红 图/谭朝洁）

（记者 张寅）

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