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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减税降费到底怎么落地

学生画作登上《十几岁》封面

多项新政有望年内出台，
专家认为降低增值税税率和企业所得税是重点

增值税改革可加大力度，
企业所得税减免有空间

“减税降费”
成为中央领导近期会议、
活动频频出现的关键词。11月1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
会时强调，
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四天后，
习近平出席首届进博会开幕式发表
主旨演讲强调，
中国将进一步降低关税。11月6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主
要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圆桌对话会时也强调，
我们将以更大力度简
政、
减税、
降费。
相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研讨制定下一步减税降费的方案，
新政有望
年内落地。新一轮减税降费会在哪些方面为企业减负？下一步的推进
路径如何？

减税降费政策也在密集发布。日前，财政
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等收入给予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免征增值税等优惠。此前，财政部等部门
还联合印发通知，取消企业委托境外研发费用
不得加计扣除限制。
社保费方面，11 月 2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对用人单位和职工失业保险缴费比例总
和从 3%阶段性降至 1%的现行政策，明年 4 月底
到期后继续延续实施。有媒体从业内获悉，相
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研讨制定下一步减税降费
的方案，新政有望年内落地。业内预计，下一步
减税将锁定增值税和所得税两大税种，小微、科
技初创企业有望迎来普惠免税利好。
当前，
我国增值税税率分为三档，
分别为16%、
10%、
6%，
还没有实现三档并两档的既定改革目标。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财政部原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按照就低不就
高的原则，增值税三档并两档的目标应是基本
税率 10%左右和低税率 5%左右。从进一步突出
减税效果来看，年内可再加大力度，16%和 10%
的两档税率一次性再下调 2 个百分点，6%的税
率下调至 5.5%。此外，企业所得税也存在进一
步下调税率的空间。中国在降低间接税的同时

本报记者陈张书 长沙报道
“减税降费”成为近期中央多次强调的关键词，预计新政将在年内落地。潇湘
晨报记者连线多位专家就新一轮减税降费的具体路径进行了解读。

9月以来中央密集表态，
“减税降费”
高频出现
梳理 9 月以来新华社相关报道可
以发现，习近平、李克强在多个场合就
“减税降费”
密集表态。
11 月 5 日，习近平出席首届进博会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中国将
进一步降低关税，提升通关便利化水
平，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
四天前，11 月 1 日，习近平在民营
企业座谈会上指出，让民营经济创新源
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
迸发，当前要抓好 6 个方面政策举措落
实。这第一条就是“减轻企业税费负
担”。他指出，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
税，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可以
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根据实际情况降
低社保缴费名义费率，清理、精简行政
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
李克强 11 月 6 日在会见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以及同主要国际
经济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圆桌对话会、
共同会见记者时，三次强调，中国将实

施更大力度的简政、减税、降费。
此前，他 9 月 6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会议强调抓紧研究适当降低
社保费率，将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
大学科技园享受的免征房产税、增值税
等优惠政策范围扩大至省级。此后，他
在 9 月 18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9 月 19
日 2018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发表
致辞，9 月 27 日至 28 日赴浙江考察，9 月
30 日国务院国庆招待会致辞，10 月 16
日中国-荷兰经贸论坛主旨演讲，10 月
24 日中国工会十七大作经济形势报告
时也都多次强调减税降费。
梳理以上新华社稿件正文查找关
键词，
“ 减税降费”出现了 7 次，
“ 减税”
单独出现 4 次，
“ 降费”3 次。
“ 加大简政
减税降费力度”
“ 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各出现 1 次。
“ 更大力度”3 次出现在简
政减税降费前面。
“ 大力推进”这个词
只出现了 1 次，恰恰是放在“简政减税
减费”前。

湖南顺新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顺新表示，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与融资成本
对于激发经济创新活力无疑十分重要。作为中
小企业，我们希望在融资方面能够降低门槛，少
一些利息。中小企业本来就十分缺资金，没有
钱去投固定资产，也就没有固定资产抵押贷款，
但企业要发展，要做强做大，就需要资金的支
持，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不仅融资难，也贵。
其次，就是希望政府在社保费方面进行降
费，目前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企业成本大幅增
加，给企业的运行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准 旧 居），展 示 馆 建 筑 面 积 2023 平 方
米，分为主楼和副楼。主楼一层为主展
区，二层为临展区和文创产品展示区。
副楼为戏园，主要展演传统戏剧、音乐、
曲艺等节目，并为观众提供具有长沙特
色的传统小吃。
除实物展示外，展示馆还采用多媒
体互动、幻影成像等手段，将传统文化
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融入寓教于乐的非
遗知识竞答和猜谜游戏。在这里，你可
以借助多媒体互动平台，了解长沙窑铜
官陶瓷“浴火重生”的过程；亲身体验齐

参观路线

本报记者刘李 长沙报道

1.公交线路：乘坐 1 路、11 路、222
路、368 路、406 路、707 路、804 路、901
路在橘子洲大桥东下，往西步行，下
桥乘坐洲上观光小火车或步行至终
点站根据路牌指示即可到馆。
立珊专线旅 3 区间线、3 路、6 路、
12 路、
18 路、
106 路、
109 路、
314 路、
317
路、358 路到华图教育（太平街口），往
西行，下桥乘坐洲上观光小火车或步
行至终点站根据路牌指示即可到馆。
2.地铁：地铁 2 号线到橘子洲站
下车乘坐洲上观光小火车或步行至
终点站根据路牌指示即可到馆。
3.机场换乘：机场大巴转地铁 2
号线橘子洲站下车乘坐洲上观光小
火车或步行至终点站根据路牌指示
即可到馆。

11 月 7 日，恒大健康发布公告称，旗下时
颖 公 司 已 对 贾 跃 亭 和 合 资 公 司 Smart King
提出仲裁全面反诉，要求贾跃亭和合资公司履
行合约。
在公告中，恒大健康表示，贾跃亭和合资
公司“强行赶走时颖委派的出纳员、强行阻止
时颖财务人员进场进行财务审查，造成时颖无
法知悉合资公司的财务状况。”
“ 按照股东协
议，时颖有权进行财务审查并向合资公司委派
出纳员，同时约定如果出纳员七天不签字即视
为同意付款。
”恒大健康表示。

针、滚针等神奇的湘绣针法；以玩游戏
的方式感受麻山锣鼓的喜庆和热闹，见
证长沙臭豆腐从食材准备到烹制出锅
的全过程……
场馆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开放，
16点停止入馆；
每周一为闭馆日（逢法定
假日顺延）。您可以凭二代身份证通过安
检后免费入馆参观（12岁以下须有成年人
陪护或集体组织）。团队预约时间为周二
至周日 9 点至 16 点 30 分，预约电话是
0731—84111906（请提前一天预约）。
记者徐海瑞 通讯员杨治宇 黄能

欢乐雪域和欢乐水寨项目丰富，
有雪地迷宫悬崖餐厅
冰雪世界将建欢乐雪域（雪乐园）和欢
乐水寨（水乐园）项目，部分游玩项目及
配套设计初步揭晓。
欢乐雪域（雪乐园）总建筑面积为
91495.53 平方米，主题包装范围建筑面
积约为 39350 平方米，招标公告透露，
主题包装主要包括了阿尔卑斯俱乐部
室内主题包装（更衣区）、探索小径、雪
地迷宫、雪地摩托等项目。同时，欢乐
雪域的上部滑雪村落及下部滑雪村落
包含了冰雪城堡、教堂、纪念品及巧克
力店、滑冰训练及滑冰服出租房、山景
餐厅等。雪域内还有假山共 11 座。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沅陵首次发现白腹隼雕

本报沅陵讯
11 月 6 日，沅陵县摄影协会会
员在五强溪国家湿地公园境内二酉苗族乡两岔溪
村采风拍摄时，在酉水河谷岸边开阔的树林上空
发现一只体重 2000 克左右的大型猛禽。经湖南
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野生动物专家王
斌仔细辨认，确认这种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
物白腹隼雕。沅陵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股股长
吉明介绍，这是该县首次发现白腹隼雕。
通讯员瞿宏红 记者罗雅琪

要求贾跃亭和合资公司履行合约

未来可去大王山游玩冰雪世界
本报长沙讯 提起湘江欢乐城，不
少长沙市民都期待不已。这个位于湖
南湘江新区大王山片区的欢乐世界，包
含了欢乐广场、欢乐水寨、欢乐雪域、欢
乐丛林、欢乐天街 5 大核心项目。其
中，由欢乐水寨和欢乐雪域组成的冰雪
世界，将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室内冰
雪乐园与水上乐园相结合的主题乐园，
自开工建设以来便备受瞩目。
日前，湖南湘江新区公布了矿坑生
态修复利用工程冰雪世界项目欢乐雪
域和欢乐水寨主题包装工程（第一、二、
三、四标段）招标公告，根据招标公告，

本报长沙讯 上周末，由湖南省证券业协会
举办的“湖南证券业第十一届羽毛球团体赛”在长
沙举行。来自省内证券经营机构的 40 支代表队
伍 400 余名运动员参加了此次比赛，这也是参赛
队伍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充分展现了湖南证券
人积极向上、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湖南证监局
副局长李金玉出席并宣布赛事开始。
本次比赛共设置高管双打、混合双打、男子双
打三项赛事，
开幕式由协会秘书长刘丹岳主持。
经过两天 80 场的激烈角逐，海通证券湖南分
公司夺得冠军，华林证券湖南分公司获得亚军，方
正证券获得第三名。
记者陈海钧

恒大对FF提出的仲裁全面反诉

长沙市非遗展示馆开馆，
公众可免费参观上千件展品

本报长沙讯 11 月 7 日，
长沙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正式开馆，馆内收
藏各类非遗展品千余件，展示各类非遗
代表性项目 70 余项，
为市民了解传统文
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打开了一扇重要窗
口。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副
厅长禹新荣，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张帆，长沙市委常委、市委
宣传部部长高山等出席开馆仪式。
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位
于橘子洲风景管理区内原橘洲客栈（该
建筑曾为辛亥革命著名历史人物张孝

湖南证券业羽毛球赛举行

企业期待降低融资门槛

去橘洲品尽长沙非遗百味

11 月 7 日，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正式开馆，现场展示木活字印刷术。
图/记者辜鹏博

要考虑提高直接税的比重，这是中央早已说清
楚的方针，也是建设现代税制的方向。
他还认为，
减轻企业负担不能光减税，
更多要
注意减少
“五险一金”
、
各种行政性收费等问题。
“中国的减税还必须紧密结合税制的改革，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
贾康认为，
可有作为的空间
主要存在于增值税税率的减并和适度调低上，
同
时
“降费”
方面可以作为的空间则十分值得重视，
各类收费、
政府性基金、
社保、
住房公积金等都具
备一定的调整降低空间，
而且这样做对规范政府
收入秩序、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会有莫
大的好处，
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
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副所长王义高表
示，减税降费的空间依然很大，首先应该加强税
收的规范性管理，防止有的企业多增，有的企业
少增。不能只是简化征收程序，要解决的就是
平衡征收，避免高低不均的现象。同时，企业所
得税的减免还有空间，值得注意是新投资的设
备的所得税的减免没有完全到位，依然是以 500
万为减免起点，显然一些中小企业，特别是一些
小微企业达不到这么高的标准，税制方面需要
完善。此外，我国应该尽快实施低关税。这是
未来给一些企业减负的最好措施。降费方面，
认证费、年检费、环保合格证、培训费等各种费
用令企业苦不堪言，
无法控制到标准的范围。

本报长沙讯 长沙同升湖实验中学林颢洋同
学的画作《苏》入选了《十几岁》杂志 11 月新刊封
面图。6 日下午，林颢洋画作的推荐学校山枫艺谷
艺术培训学校的水明强主任接受了《十几岁》杂志
记者的采访。
水明强说，
这幅作品的创作思维源于蒙德里安
的《开花的苹果树》，
在生活中看到一棵枯萎的树产
生的联想。
“很感谢《十几岁》对我校及我校学生的
肯定，
我相信在以后的学习中林颢洋会更加努力。
”
只要你是在校学生，就可以为《十几岁》封面
插画投稿。一经选用，除了能拿着这本省级刊物
四处炫耀，还能获得丰厚稿酬。作品尺寸要求是
180mm×200mm，投稿邮箱 teen2013@126.com。
实习记者陈乐圆 记者刘松杨

欢乐水寨（水乐园）总建筑面积约
11297.22 平方米，主题包装范围建筑面
积 约 为 7255 平 方 米 ，占 地 面 积 约 为
66047.2 平方米。其中屋顶区水乐园主
要 包 括 了 水 餐 厅 、表 演 舞 台 、沙 滩 小
屋、漂流河及景观桥、攀岩池、儿童游
艺、戏水池、喷泉水景等。上、下区水
乐园主要包括了悬崖餐厅、自助餐饮
亭、急救中心、贵宾式沙滩小屋、沙滩
小屋、视图塔、喷泉水景及游乐设施之
外饰面工程，及攀岩池/假山、雕塑造
型等相关构件。
记者罗雅琪

潇湘晨报大厦

邮编：
410004

钻协议漏洞强行赶走出纳
贾跃亭彻底激怒恒大
按照股东协议，恒大有权进行财务审查并
向 FF 委派出纳，同时双方约定，如果出纳员七
天不签字即视为同意付款。
“ 贾跃亭显然利用
了这一条款，事实上将资金使用权一手包揽，
并剥夺了大股东的财务审核权。如果他要挪
用资金，大股东也无从防范，这显然已经严重
侵犯了股东权利。”有资深法律人士表示。
恒大健康在公告中披露，因“合资公司拒
绝提供财务数据及相关文件”，时颖委任的合
资公司的董事已向开曼群岛大法院提出诉讼，
要求法院命令合资公司提供所有财务数据及
相关文件。
今年 6 月 25 日，恒大健康公告披露，恒大
集团向恒大健康提供 67.5 亿港元三年无抵押
贷款，后者将收购香港时颖有限公司（时颖公
司）100% 股 权 ，从 而 间 接 获 得 Smart King
Ltd. 45%股权。10 月 7 日，两方突然爆出嫌隙，
根据恒大健康的公告，Smart King Ltd.于 10 月
3 日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要求剥夺
恒大旗下时颖公司作为股东享有的融资同意
权，并解除所有协议。
本月 25 日晚间，FF 率先发布其与恒大之
间的仲裁结果，FF 称其与恒大纠纷的紧急仲
裁全面获胜，仲裁裁决恒大不能再阻止 FF 从
其他融资获取资金。
25日晚些时候，
恒大健康也公告披露，
仲裁
员驳回 Smart King 彻底剥夺时颖融资同意权
的申请，
并于较早驳回 Smart King 突然提出的
解除 Season Smart资产抵押权的新申请。
恒大健康还称，仲裁允许 FF 进行有严格
条件的融资，其中新股融资的估值不得低于恒
大投后估值，恒大享有新股的优先购买权；在
最终仲裁前对外融资额不得超过 5 亿美元。
此后双方爆发多轮口水战，恒大曾表示正
在考虑起诉贾跃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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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跃亭
“资本腾挪术”
浮出水面
随着恒大与 FF 仲裁的进一步发
酵，贾跃亭财务管理的一系列“非常
规”手段开始暴露在公众视野中。
“只有千方百计牢牢掌握财政大
权，他的‘资本腾挪术’才能够顺利施
行”，据前乐视一位中层回忆，一直以
来，贾跃亭在资金使用上有着绝对的
话语权。通过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
公司之间任意腾挪资金，以满足其不
断膨胀的野心。
据媒体报道，2015 年到 2016 年
两年间，乐视几乎所有的生态体系都
和乐视网进行关联交易。2016 年整
个乐视网营业收入 219.51 亿，关联方
交易占到营业收入的 50%以上。同
年，信永中和会计律师事务所出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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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保留意见+强调事项”的年报，罕
见地提示投资者注意关联交易。
即便出逃美国，手里只剩下 FF
这张翻身底牌，贾跃亭依然保留着财
务上的混乱模糊、随意专断。
目前贾跃亭迫切需要寻找下一
位投资人。上周，贾跃亭对外释放消
息签约顶级投行 Stifel，似乎投资人的
资金就在眼前。资料显示，Stifel 只是
北美排名末端的中小型投行，规模不
足高盛集团 1/22，服务对象主要是个
人及小型公司。所以事实上，贾跃亭
只是签约了一个资金中介，与所谓
“又度过一次燃眉之急”
相去甚远。
问题是，贾跃亭一而再再而三的
腾挪资金，还会有下一个投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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