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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
行业企业包括哪几类? 此次出
台的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
行业企业支持政策的具体内容
是什么?

答：这次政策规定，困难行
业企业，包括交通运输、餐饮、住
宿、旅游(指旅行社及相关服务、
游览景区管理两类)四大类，具体
判断标准按照现行《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执行。在政策执行过程
中，企业可参考《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GB/T 4754-2017)中的行
业分类标准进行判定。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部分行
业企业经营受到了较大冲击。
为了缓解这些困难行业企业的
经营困难，政策规定对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
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

5年延长至8年。
2.我是一户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按照规定，小规模纳税人
可以在2020年 3至 5月份享受
减征或免征增值税政策。如果
在此期间，有购买方要求我单位
必须为其开具3%征收率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请问开具专票后，
我单位的其他业务是否还能享
受小规模纳税人复工复业减征
或免征增值税政策?

答：可以享受。《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
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2020年第 13号)规定，自2020
年3月1日至5月31日，对湖北
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
征增值税；除湖北省外，其他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
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
增值税。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根据
实际业务需要，为购买方就某一
笔业务开具3%征收率增值税专
用发票的，需要就该笔业务按
3%征收率申报缴纳增值税。未
开具专用发票的其他适用3%征
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仍可以适

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复工复
业增值税减征或免征政策。

3. 我公司是一家小型商务
酒店，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2020 年 3月，按照客户需
求，我公司就部分住宿服务收入
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请问，
未开具专用发票部分的收入还
可以享受生活服务免征增值税
政策吗?

答：可以享受。《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
策的公告》(2020年第8号，以下
简称“8号公告”)第五条规定，对
纳税人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收
入，免征增值税。生活服务的具
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
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
号印发)规定执行，住宿服务，属
于生活服务的范围。

作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你公司提
供住宿服务取得的收入已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按照发票
注明的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缴
纳增值税;提供住宿服务取得的
收入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可以按照8号公告的规定免征增
值税。

4. 我公司是一家从事二手
车经销业务的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预计 5 月份我单位销售收
购的二手车，将取得含税销售
额100万元。请问我公司该如
何计算销售额和增值税应纳
税额?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二
手车经销等税收征收管理事项
的公告》(2020年第9号)第一条
规定，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3年12月31日，从事二手车
经销业务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
的二手车，减按 0.5%征收率征
收增值税，并按下列公式计算销
售额：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
0.5%)

因此，你公司销售收购的二
手车，取得的100万元含税销售
额，换算为不含税销售额为99.5
万元[=100/(1+0.5%)],计算的应
纳 税 额 为 4975 元 (=99.5 ×
0.5%)。

5. 我公司是一家运输企业，
为按月申报的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受疫情影响，交通限制，销售
额大幅下降，请问延续转登记政
策出台后，我公司最快可以什么
时候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统
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等若干增
值税问题的公告》(2018年第18
号)第三条规定，一般纳税人转登
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后，自转登记
日的下期起，按照简易计税方法
计算缴纳增值税；转登记日当期
仍按照一般纳税人的有关规定
计算缴纳增值税。为使纳税人
尽快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复工复
业相关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明确二手车经销等若干
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20
年第9号)明确转登记政策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施行。

因此，你公司作为按月申报
的一般纳税人，如符合转登记条
件，公告发布后即可申请提交转
登记申请，最快将在2020年5月
1日起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相关政
策计算缴纳增值税。

6.在疫情期间减收房租的，
有房产税优惠吗？房产税应该
如何计算？

答：按照房产税暂行条例及
相关规定，房产出租的，以房产
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依12%税
率计征房产税，对于减少租金
的，按减少后实际收取的租金金
额从租计征房产税。

护航“六稳”“六保”

“税力量”赋能企业复“元气”

今年来，国家税务总局宜兴
市税务局聚焦“六稳”“六保”，积
极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持续
深化银税互动，加速出口退税办
理，为企业复工复产排忧解难，
切实减轻市场主体负担，全力为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胜
利”贡献税务力量。

走进中建材（宜兴）新能源
有限公司的智能化无尘生产车
间，工人们正在机器前聚精会神
地操作，一块块超薄光伏玻璃正
接连不断地“走下”流水线。作
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自
主 研 发 的 1.8mm、1.6mm、
1.5mm超薄光伏玻璃，是太阳能
光伏电池最重要的组成部件,具
有高透、超薄的特点，在世界处

于领先地位，公司发展前景十分
广阔。

在热火朝天的生产车间背
后，谁曾想到这样一家企业在几
个月前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受疫情影响，企业无法及
时复工复产，不仅很多到期合约
面临违约风险，还要承担近百名
工人的工资和社保费用，要保住
所有员工的饭碗，压力巨大，多
亏减税降费政策让我们在疫情
中喘了一口气。”公司财务负责
人沈政边说边拿出计算器，算了
一笔账，“仅社保费减免一项政
策，今年上半年就让公司减少支
出247.91万元。经验丰富的老
员工留住了，企业发展的希望也
就留住了。”

减的是税费，增的是信心。
“光今年上半年，我们的销售额
就同比增长了61.81%。”公司法
人代表杨伯民说，“减税降费带
来的‘真金白银’不仅缓解了公

司资金压力，更给了我们逆境奋
起、化险觅机的底气和信心！”近
期，该企业还攻克了“5.5”世代超
大版型双玻组件技术难题，预计
全年销售可达13亿元。

为支持湖北企业复工复产，
江苏科驰电缆有限公司主动参与
并中标湖北电网基建工程。面对
在手的订单，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俞俊却喜忧参半:“疫情期间铜
价也有不小的涨幅，我们手里的
这点资金已经无法采购到足量
的铜，刚刚盘完库，我们的铜储
备量不足以完成该笔订单。”

市税务部门通过税务征纳互
动平台，第一时间向企业精准推
送“线上税银贷”产品，企业凭借
良好的纳税信用，就可以申请到

免抵押、免担保的贷款。从申请
到收到放款短信，短短三天，300
万元贷款就到了科驰电缆的账
上，帮企业解了资金的燃眉之急。

像科驰电缆一样享受到银
税互动“精准解渴”的企业还有
很多，今年市税务部门联手本市
金融管理部门及8家银行，开展

“税银贷”产品的线上“云推介”，
累计为1176家企业授信超12.8
亿元，为复工复产企业、困难小
微企业注入源头活水。

无锡博大竹木业有限公司
是一家竹木地板及SPC石塑地
板生产企业，生产的地板主要出
口北美地区。今年受疫情影响，
企业80%以上的出口订单延期
或取消了，不论是转型内销还是

外拓市场，企业对充足现金流的
需求都十分迫切。

了解该情况后，市税务部门
为企业开通了出口退税绿色通
道，380万元的出口退税款两天
就到了企业的账户。“税务局的
快速退税帮了大忙，直接提高了
我们企业资金的周转率。”无锡
博大竹木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孙国强激动地说。目前，该公司
正在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在手的
国内订单近3500万元，同比增长
了175%，预计全年内销收入可
达6000万元。

提速退税帮助外贸企业赢
得“生命线”。今年来，市税务部
门深入落实出口退税政策，上半
年，累计加速审核出口退（免）税
2300 余户次，办理退库超 8 亿
元，平均办理时间始终保持在2
个工作日内，让企业的资金“活”
起来、“流”起来。

（王 峥 童 琳/文 王王 萍萍//摄摄）

助企业稳岗发展
税费减免

为企业解难纾困
以“信”换“贷”

为企业蓄能添力
退税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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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为近日，市税务局携手宜城街道，开展了网格服务共建
结对活动，将税收服务的触角延伸到社区，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图②为7月1日，市税务局举办“领风”青马学习社青春微党课活
动。图③为近期，市税务局干部利用“法润税苑”法制沙龙开展
《民法典》学习交流活动。 （陈怡伶陈怡伶 汤汤琳琳 戴家骏戴家骏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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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干部深入中建材税务干部深入中建材（（宜兴宜兴））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复工复产情况了解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纳税人向市税务部门送来锦旗纳税人向市税务部门送来锦旗，，为贴心为贴心、、高效的纳税服务点赞高效的纳税服务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