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
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
府”，这是对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新要求、新部署。珠海国税将
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坚持把“放管服”作
为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持续推进
税收改革，推出了一系列实招、硬招，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为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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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国税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发展

释放税收“红利”为珠海经济添动力

今年以来，珠海市国税局进一
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做好改革

“加减法”，提升纳税服务质量、税
收征管效能和综合保障水平，发挥
税收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优化经
济结构等方面的职能作用，为企业
减负增效、增添活力，通过拓展多
元服务手段、提供精准辅导等，有
效改善税收营商环境。

随着国务院6项减税政策等一
系列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相
继落地生效，企业减税降负的利好
效应不断显现，进一步推动了实体
经济降成本、增后劲，切实以税收
的“减法”换来了企业效益和经济
发展的“加法”。6项减税措施等系
列减税措施明确继续推进简化增
值税税率结构、2016年到期的5项
国税税收优惠政策延长至2019年
底，减税措施惠及珠海近3000户
纳税人。

“营改增后税负下降2%左右，
我们企业每年减税超过千万元，没
想到税负能减轻这么多！”谈到营
改增，兴业太阳能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郭扬扬赞不绝口。借助营改增
改革契机，公司推动了建筑施工方
组建劳务联盟，促进了财务规范核
算，以公司形式申请登记为一般纳
税人。郭扬扬介绍：“财务票据的
规范，取得的进项发票基本上都可
以抵扣，企业税负实实在在的大幅
下降。”

作为“亚洲品牌500强”，罗西
尼表业以生产和销售自产的手表
壳及各类钟表产品和镀金饰品为
主，享受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税的优惠政策。公司财务经理陈
琳介绍，2015年、2016年公司享受
高新技术企业优惠共获减免企业
所得税6248万元；享受研发费加计
扣除优惠政策减免所得税550万
元，近两年累计享受税收优惠6798
万元。

据了解，大部分受益减税政策
的企业，将节省下来的税款，进一
步充实到企业发展的基本资金中，
主要用于新产品研发及技术革新，
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
运营能力。

“税收优惠所带来的红利，切
实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公司将节省
下来的资金用于研发、扩大生产，
形成良性循环。2016年销售收入
达到8.69亿元，其中新开发产品销
售收入7.79亿元，占总收入90%，
新开发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张慧表示。

而减税政策为企业带来新发
展动力和活力同时，也对社会发展
产生了良好的溢出效应，引导企业
投入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公共投
资领域，进一步盘活民间存量资
本，推动了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

珠海市国税局所得税科副科
长方丽青表示，“国务院推出的6项
减税政策，涉及范围广、享受主体
涵盖面宽，无论是在推动企业自身
发展，还是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和发
展方式转变上，都起着重要的推动
作用。”据统计，1-10月，我市国税
部门累计办理各项减免税65.99亿
元，同比增长35.5%。从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情况看，2016年度享受

“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间
接减免税额 5.13 亿元，同比增长
39.24%；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额
5.88亿元，同比增长37.98%。

减税政策落地生根见成效 激发发展新动力新活力

税收“减法”换来发展“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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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可视化平台显示
公司的税法遵从度得分，还
能帮我们分析这个得分是怎
么来的，公司在税收遵从中
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让我
们对如何提高公司内部税收
风险防控水平做到心中有
数，非常人性化。”横琴金投
创业谷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的陈女士说。

近期，广东横琴新区国
税局、地税局联合创建的税
收遵从指数及可视化展示平
台得到了纳税人的热烈欢
迎，税务部门可以根据税收
遵从评分标准，有针对性地
制定分级分类管理措施和服
务措施，并推出“享便利、促
遵从”八项激励措施。

税收遵从指数是今年来
珠海市国税局创新思路，探
索精细服务、优化管理的项
目之一。横琴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罗增庆表示：“横琴税务
机关推出的税收遵从指数及
可视化展示平台，无疑为横
琴自贸片区推进‘诚信岛’建
设又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探索新路 推进信用
珠海建设

早在今年4月份，珠海
国税联合全市27个政府部
门，以格力电器为试点，推进
行业纳税信用体系建设，细
化落实A级纳税人联合激励
措施，针对“格力电器系”企
业的行业特点和涉税需求，
集中提供精准的宣传辅导服
务和个性化办税服务。随
后，“华发系”“横琴岛”纳税
信用体系建设活动相继启
动，涉及企业达5000多家。
格力电器、华发集团是珠海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企，其
旗下企业在珠海的上下游企
业数量大。在创新驱动战略
带领下，已成为珠海创新型
现代服务业的卓越代表。通
过以行业企业纳税信用体系
建设，发挥更广泛的几何级
数效应，用品牌效益引领带
动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优质
的A级纳税人，为珠海经济
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珠海市发改局党组成
员、总经济师吴添文表示，纳
税信用是社会信用的重要内
容，税务部门在更大范围、更
深层次发挥华发集团作为龙
头企业的辐射作用，将有效
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
完善，对珠海市创建全国信
用示范城市做出积极贡献，
有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氛
围、净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的营商环境新高地。
“现在中央政府对社会

信用建设这块越来越重视，
向港澳地区靠拢，真是非常
好的趋势。一个地方的社会
信用管理越完善，国际市场
对这个地区的市场接纳度就
越高，机会自然越来越多，企
业的发展前景也就越来越广
阔。”珠海大横琴投资有限公
司代表鲁志云提到。

“我们选择与企业共同
推进税收信用体系建设，既
是贯彻落实中央加强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也
是促进珠海经济社会发展的
客观需要。”珠海市国税局党
组书记、局长曾天翔表示。

体系谋划 推进大企
业个性化服务

大企业是我市经济发展
和税收的中坚力量，全市国
税系统纳入管理的大企业及
其成员共633户，占全市纳
税户数量不到0.5%，贡献了
超过一半的税收总量。

珠海国税以体系思维打
通大企业个性化服务，创建
全省首个联合大企业的税企
党建基地，开展面向“中海油
系”企业的便民办税春风20
项专属行动，以税企联合党
建基地创建为形式，创建新
型征纳关系，为税务部门与
企业建立一个常态化的沟通
平台，为大企业提供更优质
的个性化服务。

珠海市保税区国税局
（大企业税收管理局）局长欧
阳日豪介绍，“我们一直在提
升大企业管理和服务方面进
行探索，税企联合党建，既是
落实以党建促业建的行动，
也是进一步强化对大企业的
管理服务，促进企业做大做
强。”

此外，珠海国税部门“走
出去”企业税收政策宣讲、大
企业出口退税高效提速、网上
申报办理无纸化、网上申领发
票免费邮寄服务、南航集团珠
海成员企业个性服务等工作
得到广泛好评，不断丰富大企
业个性化服务产品和拓宽服
务渠道，增强大企业对个性化
纳税服务的获得感。

曾天翔表示，改革永远
在路上！珠海国税将不忘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之初心，
继续强化体系思维和目标导
向，驰而不息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税收环境，加快推
进税收现代化，更好地为珠
海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税收力
量。

在“服”上促创新
加大创新力度广度 精细化服务管理

“您好，我是税小能，我能办
理以下业务，若需要我帮助请点
击右侧麦克风，听到叮咚声后告
诉我哦！”在珠海市横琴新区国
税局办税大厅，智能税务机器人

“税小能”可为纳税人提供开具
纳税证明、打印信用证书和开具
外出经营证、外出经营报验登
记、变更联系人、存款账户账号
报告等多项业务。珠海市国税
局纳税服务科郑嘉欣介绍，纳税
人通过“税小能”开具纳税证明
全程办理只需要1分钟，为纳税
人节约了接近20分钟的时间。

智能税务机器人、出口退税
E服务、拓展“全市通办”、旗舰
式办税厅、推广广东省电子税务
局、网上申领发票……今年来，
珠海国税以优化珠海营商环境
为目标，持续深入开展“便民办
税春风行动”，大力推进网上办
税、自助办税、移动办税等多元
化办税方式。

不断增强纳税人“获得感”

为避免纳税人“多头跑”，珠
海国税地税深化国地税合作，通

过共建联合办税服务厅和自助
办税服务厅、互设窗口等方式，
积极打造联合办税服务平台，推
行“一窗一人一机”办税模式，基
本实现纳税人“进一家门、办两
家事”。目前，全市国地税共建
办税服务厅17个。

改革成效好与坏，纳税人最
有发言权。横琴长隆国际海洋
度假区财务总监胡卓焕感受颇
深，“我们是最早一批进驻横琴
的企业，员工有几千人，以前办
理代扣代缴个税手续费提退，很
多票据需要拆了装订再复印，耗
时又耗力。现在，随着税务机关
一系列办税便利化措施的推行，
很多材料、手续都精简了，只需
要一张汇总表盖一个章就可以
搞定，省时又省力。”

珠海市纳税服务科赵洁梅
介绍，1-10，月全市办税厅纳税
人平均等候时长8.43分钟，同比
下降29.2%，单笔业务平均办理
时 长 1.96 分 钟 ，同 比 下 降
30%。同时，大力推广实名办
税，实名制纳税人可实现9类92
项涉税业务全程无纸化办理。

“以前我们报税人员申报，
每个月最起码要来税务局两趟，
如果数据出现异样，甚至要跑三
四趟，但是无纸化申报之后，只
要在家里登录网上申报平台，几
分钟就可以完成全部申报工
作。”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袁媛高兴地说。

放管结合为企业松绑

“简”字当头，“应放尽放”。
珠海国税深入推进税务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共取消非行政许可
类税务审批事项65项，目前仅
保留6项行政许可。全面优化
出口退税管理和服务，下放外贸
企业出口退税审批权到区。我
市出口退税办结平均时长从
2014年的39个工作日，缩短到
2017年上半年的6个工作日，
大大加快了企业的资金周转效
率。2017年以来，全市国税系
统共办理行政许可6924件，退
税备案可即时办理，纳税人资料
报送减少71%，办税环节压缩
20%以上。

“现在我们公司不但退税审

核周期短，而且还可以在网上申
报退税资料，3个工作日退税就
能到账，让我们的流动资金周转
更快了。”袁媛高兴地说。

优化管理“放了接上”

珠海国税以风险管理为导
向，建立“实名办税制+分类分
级+信用积分+风险管理”的事中
事后管理机制，积极推动税收征
管方式实现事前审核向事中事
后监管转变、固定管户向分类分
级管户转变、无差别管理向风险
管理转变、经验管理向大数据管
理转变、强制遵从向自我遵从转
变、部门管治向社会共治转变，
确保放而不乱、管而有序。并出
台了一系列创新做法：全面推行

“实名办税制”，遏制不法分子冒
用他人身份证件办理涉税事项；
自主研发的防范虚开发票分析
系统，全方位监控源头性虚开风
险，税警联合查办“1·05”特大虚
开案……珠海国税正以更加科
学有效地“管”促进更大力度地

“放”，为诚实守信纳税人营造更
加公平有序的税收营商环境。

在“放”上求突破 在“管”上谋深化
改革举措紧贴需求着力优化税收环境

积极打造联合办税服务平台，推行“一窗一人一机”办税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