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施新稅費支持政策 減稅退稅並舉
專家：將有力促進投資消費 為企業「輸血」「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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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道）中國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日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

示，2022年實施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堅持階

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結合，減稅與退稅並舉，預

計全年退稅減稅約2.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其

中，重頭戲是增值稅留抵退稅，規模約1.5萬億元，

重點支持小微企業和製造業。專家表示，此舉旨在緩

解企業現金流壓力、減輕財務成本，將有力促進投資

消費，為企業「輸血」、「活血」紓困解難。

李克強5日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
綜合考慮為企業提供現金流支

持、促進消費投資、大力改進增值稅留
抵退稅制度，2022年對留抵稅額實行大
規模退稅。優先安排小微企業，對小微
企業的存量留抵稅額於6月底前一次性
全部退還，增量留抵稅額足額退還。重
點支持製造業，全面解決製造業、科研
和技術服務、生態環保、電力燃氣、交
通運輸等行業留抵退稅問題。增值稅留
抵退稅力度顯著加大，以有力提振市場
信心。

留抵退稅成重頭戲 涉資達1.5萬億
與此同時，2022年還將延續扶持製造

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減稅降費
政策，並提高減免幅度、擴大適用範
圍。對小規模納稅人階段性免徵增值
稅。對小微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100萬
元至300萬元部分，再減半徵收企業所
得稅。李克強還強調，「各地也要結合
實際，依法出台稅費減免等有力措施，
使減稅降費力度只增不減，以穩定市場
預期。」

李克強表示，2022年全年退稅減稅約
2.5萬億元，其中留抵退稅約1.5萬億
元，退稅資金全部直達企業。中央財政
將加大對地方財力支持，補助資金直達
市縣，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要建立健全
工作機制，加強資金調度，確保退稅減
稅這項關鍵性舉措落實到位，為企業雪
中送炭，助企業煥發生機。

重點支持製造業及小微企業
中國已連續數年實施減稅降費政策，

「十三五」以來即2016年 — 2021年減
稅降費規模合計超8.6萬億元，其中
2019年和2020年分別達2.36萬億元和
2.6萬億元，2022年預計約2.5萬億元退
稅減稅規模亦為近年以來較高水平。與
往年不同的是，2022年將在減稅的基礎
上實施大規模退稅；政策導向上，重點
支持製造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以
及餐飲旅遊等特殊困難行業。政府工作
報告稱，減稅降費是助企紓困直接有效
的辦法，實際上也是「放水養魚」、涵
養稅源，2013年以來新增的涉稅市場主
體去年納稅達到4.76萬億元。

作為2022年退稅減稅的重頭戲，政
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大增值稅留抵退稅
力度。增值稅是中國第一大稅種，目前
佔全部稅收收入三分之一還多，其對商
品或服務流轉過程中產生的增值額徵
稅，採取稅款抵扣的計稅方式，即以當
期銷項稅減進項稅額作為應納稅額。

九大類行業可全額退還留抵稅款
所謂「增值稅留抵稅款」，是指未抵

扣完的進項稅額，產生於增值稅一般納
稅人當期進項稅額高於銷項稅額時。此
前長期採取當期不予退還留抵，結轉到
下一個納稅期繼續抵扣的辦法，此做法
會增加企業資金佔用，推高財務成本。
2018年開始，中國探索建立增值稅留抵
退稅制度，制度性的留抵退稅已在所有
行業推開，但大多數行業只退還2019
年4月後的增量留抵稅款，並設置60%
的退還比例，部分先進製造業、醫藥、
計算機等九大類行業可全額退還留抵稅
款。有關部門數據預估，目前留抵稅款
規模達3萬億元左右，疫情以來國家稅
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等專家就多次呼

籲對存量增值稅留底稅款加快退稅，以
解企業的資金壓力。財稅專家指出，
2022 年小微企業有望獲得大規模的
2019年4月以前的存量以及增量留抵退
稅，製造業、科技服務、生態環保、電
力燃氣、交通運輸等行業留抵退稅的比
例等有望進一步擴大，更多政策細節有
待財政部門盡快明確。

將清理轉供電環節不合理加價
此外，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22

年將推動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清理
轉供電環節不合理加價，支持地方對特
殊困難行業用電實行階段性優惠政策。
引導大型平台企業降低收費，減輕中小
商戶負擔。進一步清理規範行業協會商
會、中介機構等收費。要開展涉企違規
收費專項整治行動，加大拖欠中小企業
賬款清理力度，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
企業要帶頭清欠。餐飲、住宿、零售、
旅遊、客運等行業就業容量大、受疫情
影響嚴重，各項幫扶政策都要予以傾
斜，支持這些行業企業挺得住、過難
關、有奔頭。

小微企業主：疫下得益「放水養魚」政策 我們至今不裁員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5日在作政府工作報
告時指出，去年新增減
稅降費超過 1 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實

踐表明，減稅降費是助企紓困直接有效的
辦法，實際上也是「放水養魚」、涵養稅
源，2013年以來新增的涉稅市場主體去年
納稅達到4.76萬億元。對於小微企業來
說，減稅降費更是成為了維持正常運轉的
有力保障。

開支負擔重 曾考慮縮減人手
杭州德蒙工業設計有限公司總經理程曹

鳴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疫情以來，不
少小微企業其實都舉步維艱。稅率降低、
社保單位繳納比例下調等等舉措，實實在

在讓我們節省了不小的開支。這也是支撐
着我們至今沒有裁員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表示，工業設計服務是公司的主營業
務，客戶主要為生產製造型企業。「這幾
年由於貿易戰、原材料漲價等等原因，很
多生產製造企業都趨向於保守，新產品開
發項目越來越少，再加上疫情影響更是雪
上加霜，這也直接導致我們的業務量也開
始縮水。」他坦言，其實最初也曾考慮過
縮減員工人數，「公司雖然只有七八個員
工，但是每個月除了基本工資以外，稅
費、社保費用、房租水電等等開支也要將
近3萬元。一邊是項目進不來，一邊要維
持正常經營，有段時間是真的很困難。」

減稅降費及時到位助紓困
就在公司運營一度陷入經營困難時，國

家各類減稅降費政策的落實到位，終於讓
他緩過了一口氣。「杭州在疫情期間對社
保費用進行了減免，每月每人減少600多
元，與之前相比差不多減少了一半。另
外，對小規模納稅人季度銷售額不超過45
萬元的，免徵增值稅，超過部分原來是
3%的稅率，現在降至1%。一年下來，減
少的稅費差不多能支付一個員工的工資
了。」另一個讓他覺有效的措施就是，全
年一次性獎金可以按月單獨計稅，不併入
當月工資計算個人所得稅。「公司效益不
好，原本年終獎發的就不多，如果再多扣
點稅，員工們就更有想法了。雖然這個措
施表面看起來是和個人有關，但我覺得從
另一個角度看，其實也是國家幫助我們企
業穩定了人心，大家一起共渡時艱。」

同時，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2022年

還將進一步加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實
施力度，將科技型中小企業加計扣除比例
從75%提高到100%，對企業投入基礎研
究實行稅收優惠，完善設備器具加速折
舊、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等政策。

對科技型中小企支援將加碼
「像我們去年研發費用是100萬元左右，

按照75%的加計扣除比例，也就是相當於按
照175萬元在稅前進行扣除。現在把比例提
高到100%，在同樣利潤的情況下，稅後一
年大約又能增加近10萬元的利潤，這筆錢我
們會再投入研發，這對於企業創新發展來說
絕對是好事情。」杭州晨安科技有限公司相
關負責人表示。

全國人大代表、萬豐奧特控股集團黨委
書記、董事局主席陳愛蓮表示：「2021

年，得益於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我們經
受住了原材料價格上漲、芯片短缺、匯率
大幅波動等挑戰，營業規模同比逆勢上漲
15%。去年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一項，萬
豐集團就享受超過 5,000 萬元的稅收優
惠，出口退稅較往年也有大幅增長。實實
在在的政策支持為企業增加科研投入、提
升創新智造實力提供了更大的信心和底
氣。」

��特稿

◆小微企業得益減稅降費堅持不裁員。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
道）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
今年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
大企業創新激勵力度。加大研發費用
加計扣除政策實施力度，將科技型中
小企業加計扣除比例從75%提高到
100%，對企業投入基礎研究實行稅收
優惠，完善設備器具加速折舊、高新
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等政策。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表示，「這相當於國家對
企業創新給予大規模資金支持。」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深入實施創新

驅動發展戰略，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
基。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規劃，加強長
期穩定支持。實施科技體制改革三年
攻堅方案，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支持各地加大科技投入，開展各具特
色的區域創新。推進國際科技合作。
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
地，完善人才發展體制機制，加大對
青年科研人員支持力度，讓各類人才
潛心鑽研、盡展其能。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增強製造業核

心競爭力，促進工業經濟平穩運行，
加強原材料、關鍵零部件等供給保
障，實施龍頭企業保鏈穩鏈工程，維
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引導金融
機構增加製造業中長期貸款。啟動一
批產業基礎再造工程項目，實施國家
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工程，着力培育
「專精特新」企業，在資金、人才、
孵化平台搭建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

加強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
此外，政府工作報告強調，促進數

字經濟發展。加強數字中國建設整體
布局，推進5G規模化應用，促進產
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智慧城市、數字
鄉村。加快發展工業互聯網，培育壯
大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等數字產業。
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釋放數據要素潛
力，更好賦能經濟發展、豐富人民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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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發展從來都是在應對挑戰中
前進的，中國人民有戰勝任何艱難險阻
的勇氣、智慧和力量。」 —李克強

◆◆中國中國20222022年將實施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年將實施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重頭戲是增重頭戲是增
值稅留抵退稅值稅留抵退稅，，重點支持小微企業和製造業重點支持小微企業和製造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保 就 業穩 市 場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餐飲餐飲、、住宿住宿、、
零售零售、、旅遊旅遊、、客運等行業就業容量客運等行業就業容量
大大、、受疫情影響嚴重受疫情影響嚴重，，各項幫扶政策各項幫扶政策
都要予以傾斜都要予以傾斜，，支持這些行業企業挺支持這些行業企業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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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李克強總理所
作的政府工作報告，贏

得了現場民意代表們前後近30次的熱烈
掌聲，也向外界傳遞着中國經濟保持中
高速增長的信心和決心。

須修煉內功抵禦外部風險
疫情爆發以來需求收縮挑戰嚴峻，房

地產面臨長期趨勢和短期流動性的雙重
挑戰，市場對長期增長信心不足，外部
環境變化拖累出口，中國與海外人員往
來的大門還未徹底敞開。中國經濟持續

低於潛在增速，在需求收縮、
供給衝擊、預期

轉弱三重壓力下，到去年四季度經濟增
速已降至4%。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
「主動作為」。今年GDP目標逆勢設定
在5.5%，一系列政策組合拳凸顯中國政
府遏止經濟下行趨勢的決心。正如李克
強總理所言，「必須爬坡過坎，越是困
難越要堅定信心」。

尤其是在當前異常複雜的國際經濟政
治局勢下，俄羅斯與烏克蘭爆發激烈衝
突，正改變世界格局；美聯儲加息臨
近，全球通貨膨脹與債務風險不容忽
視。中國將經濟增長目標定在5.5%，為
對沖美國加息政策可能帶來的匯率波
動、資本外流等衝擊提供了更強的信心

保障，為全球經濟穩定增長投下「定海
神針」。中國只有修煉好內功、盡量保
持世界經濟增長火車頭的地位，才能抵
抗外部風險可能引發的全球經濟金融市
場動盪。

減稅等措施穩企業擴就業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最大亮點在於讓

利裕民、「放水養魚」，2.5 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退稅減稅規模超預
期。在連續多年大幅減稅後，今年減
稅力度有增無減，繼續向中小微企業
和製造業減負讓利；1,000億元失業保
險基金支持穩崗，提高醫保、基本公
共衞生服務經費補助標準、完善三孩

生育政策等更是向民眾直接讓利，這
些措施都將穩定企業經營和擴大就
業，為經濟長期向好築牢基石。與此
同時，今年赤字率下調到2.8%，但可
用財力明顯增加，財政政策未雨綢
繆，為將來形勢變化預留政策空間。

「中國的發展從來都是在應對挑戰中
前進的，中國人民有戰勝任何艱難險阻
的勇氣、智慧和力量。」李克強總理在
報告收尾時的語氣鏗鏘有力。相信中國
政府將以更有力的措施來應對諸多困難
和不利因素，激活經濟內在增長動力，
力爭在「十四五」乃至更長期間內將中
國經濟保持在中高速增長的水平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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