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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财经

根据新政袁 从今年 7月 1日起袁 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

税税前扣除试点政策将推至全国遥 野这次推广商业健康保险
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袁 主要是为了推动多层次医疗体系

构建尧 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健康保障水平遥冶 邓勇说遥

政策规定从 7月 1日起袁 取得工资薪金尧 连续性劳务报

酬的个人袁 以及从事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业

主尧 对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的承包承租经营者和合伙企

业的个人合伙人袁 这几类人群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

产品袁 一年最多可以在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 2400 元/年

渊200元/月冤遥
邓勇提示袁 享受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是有规定条件

的袁 与现在市场上普通的商业健康保险有区别袁 最突出的就
是这个保险在购买时会生成一个特殊的税优识别码遥 所以袁

有没有这个税优识别码就是能不能享受政策优惠的关键遥

一旦购买了这个保险袁 要尽快把发票尧 保险单等凭证交
给任职或支付劳务报酬的单位财务遥 野对采取核定征税方式

的个体工商户来说袁 也能享受这个政策遥冶 邓勇说遥

此外袁 国务院决定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

企业范围袁 自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袁 将小

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 30万元提高到 50万元袁

符合这一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袁 并按 20%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遥

邓勇表示袁 本次减半征税政策调整后袁 野资产总额冶
野从业人数冶 以及所从事的行业等指标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标

准的企业袁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在 30万元至 50万元之间的袁
将成为主要受益群体遥 来源院 新华网

多项减税政策 7月起实施
税优健康险要认准野识别码冶

今年以来袁 国家持续推进减税降费袁

全年减负将在 1万亿元以上遥 4月份国务

院常务会出台了 6 项减税政策袁 受到广

泛关注袁 其中多项政策将于 7 月 1 日开

始实施遥

野此次推出的一揽子减税政策袁 有利于激发市场活

力尧 扩大有效供给袁 有利于增强市场主体创新动力尧 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遥冶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司长邓勇表

示袁 归纳起来袁 此次推出的 6项减税政策是由 野1+4+6冶

构成的系列减税政策遥

据悉袁 野1冶 是 1项增值税简并税率政策遥 野4冶 是 4
项新增所得税减税政策袁 包括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小微企业范围尧 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比例尧 开展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

试点尧 推广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试点政策

等遥 野6冶 是指 6项执行到期后今年延续执行的税收政策袁

包括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

策尧 有线电视收视费增值税政策尧 农村金融税收政策等遥

野此次减税新政策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 是支持
耶双创爷 以及为企业减负增效的重要举措遥冶 邓勇表示袁 6

项减税政策组合发力袁 做到了货物和劳务税尧 所得税尧
财产行为税三大类税种的全覆盖袁 从种类规模上看袁 前

所未有遥
邓勇介绍袁 6项减税政策内涵十分丰富袁 相关文件对

许多关乎纳税人的方面作了明确说明袁 便于纳税人精准

享受优惠遥

比如袁 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

政策袁 不仅涉及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袁 也涉及

初创科技型企业袁 相关的条件设定和管理要求也作了详
细规定遥

野在创新创业领域袁 税收通过系统而有针对性的优惠
政策在促进研发投入尧 在提升产业结构和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遥冶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张斌说遥

不同的政策袁 申报节点和享受时点可能不一样袁 纳

税人需高度关注遥 邓勇举例袁 小微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

时间从 2017年 1月 1日开始袁 由于小微企业是按季度预

缴袁 由于一季度预缴期已过袁 因此袁 2017年 7月二季度

预缴申报时袁 可以直接计算享受优惠遥 2017年一季度预
缴时应享受未享受减半征税政策而多预缴的企业所得税袁

在以后季度应预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中抵减遥

组合发力支持 野双创冶 和减负

为继续推进营改增改革袁自今年 7月 1 日起袁取消 13%

的税率档袁改革后形成 17%尧11%尧6%三档税率结构遥

当前袁国际税收竞争日益激烈袁不论是契合国内经济发展

形势袁减轻实体经济负担尧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袁还是应对国际
减税竞争袁未来一个时期袁减税降负将成为我国税收政策调整

的大方向遥
野从国际增值税发展实践来看袁为了实现增值税税收中性

的目标袁各国逐渐追求更为简明的增值税税制袁简并税率尧减

少优惠尧拓宽税基已经成为增值税发展的趋势和主流遥 冶税务

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副司长林枫说遥

野简并税率政策对纳税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低税负,可

以有效盘活企业的现金流袁提高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力遥 同时袁

通过税负转嫁和传导机制袁对消费者也会起到减负作用遥 冶林

枫表示遥

张斌认为袁此次简并税率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增值税公平尧
中性的税制优势袁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袁奠

定良好的税制环境遥
野取消 13%一档税率袁 税率结构简并至 17%尧11%尧6%三

档袁主要考虑是袁13%税率适用于农产品尧图书尧报刊尧杂志等

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消费品袁化肥尧农药尧农机等农业生产资料袁

以及天然气等工业生产资料袁 取消此档税率并下调至 11%袁

体现了国家对农业尧民生领域的税收支持遥 冶林枫说遥

简并税率直接惠及民生

税优健康险要认准野识别码冶

各食品配送企业院

为了进一步加强全区学校食品安全管理袁 切实保障广
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袁 我区决定面向社会征集 2017

年度学校食品配送企业遥 具体事项如下院
一尧 食品配送项目院

大米尧 面粉尧 食用油尧 蔬菜尧 禽类 渊冷冻尧 鲜活冤尧 鲜

蛋 渊及蛋制品冤尧 肉类尧 水产品尧 豆制品尧 调味品及其它副

食品遥

二尧 食品配送企业准入资格院

渊一冤 配送企业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合法经
营单位袁 上岗人员必须取得有效健康证明袁 依法经营遥

渊二冤 配送企业应有一定规模和实力遥 配送企业在椒
江区内应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袁 包括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尧 大

型超市尧 规模较大的副食品批发部尧 农贸批发市场尧 农产
品合作社遥 具有从田头到配送的" 自产自送" 式企业优

先遥

渊三冤 配送企业必须有供货配送能力袁 并具有良好的信

誉和售后服务能力袁 建立采购索证索票和购销记录台账制

度曰 配送蔬菜尧 豆制品等食品企业要有检测设施袁 配送的

豆制品要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证遥

渊四冤 配送企业应有良好的诚信记录袁 过去两年无经营
假冒伪劣食品和违反价格规定的违法行为遥

渊五冤 配送企业的质量保障体系完善袁 企业供应的属生
产许可范围内的食品应具备 QS标志或法律规定的有关要

求遥 肉食品必须通过动物检疫部门检疫合格袁 猪肉及其产

品必须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和定点屠宰企业出具的肉品出

厂检验合格证明遥

渊六冤 配送企业应建立食品质量承诺制度遥 采取质量先

行负责尧" 三包" 等方式袁 落实质量承诺责任袁 并在购销协
议书中订立相应责任条款曰 有符合要求的 野配送车辆冶袁 送

货及时袁 服务优质曰 不合格的食品袁 必须销毁遥
渊七冤 配送企业应建立健全相关配送管理制度袁 如订

货尧 价格尧 退货尧 质量应急处置等管理制度遥
三尧 报名要求院

渊一冤 报名时必须携带 叶营业执照曳 副本尧 叶食品经营

许可证曳尧 叶食品生产许可证曳尧 叶食品流通许可证曳尧 商品

代理授权书或协议等相关资质证明的原件袁 并提供加盖公

章的复印件遥 单位负责人因故无法前来报名的可委托他人

代为报名袁 但须提供法人委托书原件遥

渊二冤 提交企业简介一份遥
渊三冤 根据营业执照设定的经营项目提交配送产品目录

一份遥
渊四冤 提交企业质量承诺尧 投诉处理尧 配送管理等制度

汇编一份遥

四尧 配送企业的确定程序院

企业报名后袁 由台州市椒江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组织相关部门对报名企业的资格尧 规模尧 信誉尧 经营能力尧

经营范围等进行审定遥
五尧 报名时间尧 地点尧 联系人院

渊一冤 报名时间院 2017年 6月 26日下午至 6月 29日遥
渊二冤 报名地点院 台州市椒江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渊椒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707室冤遥
联系人院 洪林伟 尧 王璐

联系电话院 0576-88696007

台州市椒江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 6月 24日

关于征集椒江区 2017年度学校食品配送企业的公告

停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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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 29日袁 由于配合线路工作袁 王家变西宏

481线 1号杆开关以下线路于 08院 00-17院 00停电遥 停电

范围为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海门街道枫南东路尧 椒江农场

一分场尧 台州宏达轻纺有限公司尧 台州市出新镀业有限公

司尧 台州市椒江敏剑塑料制品厂尧 台州市椒江伊霓塑料管

业有限公司尧 台州市神州电热电器厂尧 台州市原野实业有

限公司尧 台州西马洁具有限公司尧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

有限公司椒江分公司遥 给客户带来不便袁 恳请谅解浴

国网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供电公司

2017年 6月 20日
因天气原因袁 原定于 2017年 6月 22日现变更为 6

月 29日袁 由于配合线路工作袁 保乐变章安 270线 29A-3#

杆 1号分支箱以下线路于 06院 30-18院 00停电遥 停电范

围为章安街道华景小区袁 长汇村袁 华景村街口公变袁 华

景村后章公变袁 回浦村下浦坦公变遥 给客户带来不便袁

恳请谅解浴

网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供电公司

2017年 6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