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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 � 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2 日 电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民政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强
调，近年来，民政系统认真贯彻
中央决策部署，革弊鼎新、攻坚
克难， 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有
力服务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习近平指出，民政工作关系
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
兜底性、基础性工作。 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
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增强基层
民政服务能力，推动民政事业持
续健康发展。 各级民政部门要加
强党的建设， 坚持改革创新，聚
焦脱贫攻坚， 聚焦特殊群体，聚
焦群众关切，更好履行基本民生
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
服务等职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作出新的贡献。

第十四次全国民政会议 4
月 2 日在北京召开。 会上传达了
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与会代表并
讲话， 向默默耕耘在基层一线、
倾情尽力为困难群众服务的全
国民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致以
诚挚问候，对近年来民政工作取
得的成绩充分肯定。 他说，民政
工作直接面对人民群众，是社会
治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扶危济困的德政善举。 当
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决胜阶段， 人民追求美好
生活的愿望十分强烈， 民政工
作的任务艰巨繁重。 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保基
本兜底线， 织密扎牢民生保障

“安全网”。 服务打赢脱贫攻坚
战，做好低保和特困人员包括生
活困难的老年人、 重度残疾人、
重病患者、困境儿童等的基本生
活保障工作。着力发展基本社会
服务，解决好群众关切的“为难
事”。 深化“放管服”改革，让群
众办事更便捷， 更大发挥社会
力量作用， 积极发展贴近需求

的社区养老托幼等服务， 丰富
生活服务供给， 带动扩大就业
和有效内需。 要大力发展社会
工作和慈善事业， 弘扬志愿服
务精神，人人参与、人人尽力，
使社会大家庭更加温馨和谐。
各级政府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关心民政、支持民
政，多做雪中送炭、增进民生福
祉的事，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国务委员王勇参加会见并
在会上讲话指出，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
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认真落
实李克强总理讲话要求，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
面扎实完成脱贫攻坚兜底保障
任务，加强和完善各类困难群体
基本生活保障，不断提升基层社
会治理和社会基本服务水平，努
力推进民政事业改革发展上新
台阶。

肖捷、何立峰参加会见。
第十四次全国民政会议的

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民政工作的
重要论述，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
民政事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成就，
研究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民政
工作。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民政
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劳
动模范、“孺子牛奖”获得者代表
等出席会议。

企业扶贫捐赠所得税可税前据实扣除
� � 4 月 2 日， 财政部、 税务总
局、国务院扶贫办发布《关于企
业扶贫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政
策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明确了企业扶贫捐赠所得税税
前据实扣除的具体操作办法。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企业通过公益性
社会组织或者县级（含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
属机构，用于目标脱贫地区的扶
贫捐赠支出，准予在计算企业所
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据实扣除。

发挥减税政策对扶贫工作
的支持作用

3 月 20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
定《政府工作报告》责任分工，
强调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发
展目标任务； 明确增值税减税
配套措施， 决定延续部分已到
期税收优惠政策并对扶贫捐赠
和污染防治第三方企业给予税
收优惠。

为发挥减税政策对改善民
生和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支持作
用，会议决定，一是延续 2018 年
执行到期的对公共租赁住房、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运营、国产
抗艾滋病病毒药品等的税收优
惠政策。二是从今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底， 对企业用于国家扶
贫开发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县和建档立卡贫困村的扶贫
捐赠支出，按规定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据实扣除；对符合条件
的扶贫货物捐赠免征增值税。三
是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底，对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

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

支持社会力量从事公益扶
贫捐赠

3 月 27 日， 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 在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
程丽华表示，长期以来，我国不
断完善有利于脱贫的税收优惠
政策体系， 对促进贫困地区和
贫困人口脱贫发展发挥了积极
作用。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支
持农业发展方面。 对农业生产者
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
对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企业
减免企业所得税；对企业直接用
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用地免征城
镇土地使用税；对小额贷款公司
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
值税，在计算所得额时按 90%计
入收入总额等。

二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方面。 实施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对西部地区和湖南
湘西、吉林延边、湖北恩施、江西
赣州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征
收企业所得税，修订完善西部地
区鼓励类目录；对新疆困难地区
重点鼓励类产业给予企业所得
税优惠，对新疆国际大巴扎项目
免征增值税等；此外，民族区域
自治法授权民族自治地方对属
于地方财政收入的部分税收，可
以实行减税或免税。

三是鼓励就业创业方面。 对
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给予税收优
惠。 加大对小微企业税收支持力
度，发挥小微企业吸纳贫困群体
创业、就业主渠道作用。 如对月
销售额不超过 10 万元的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 免征增值税；提
高小型微利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上限，扩大享受减半优惠的小型
微利企业范围等。

四是公益捐赠方面，对企业

发生的包括扶贫在内的公益性
捐赠支出，准予按年度利润总额
12％在所得税前扣除， 超过部分
允许结转以后三年扣除等。 对个
人发生的包括扶贫在内的公益
性捐赠支出，准予按照个人应纳
税所得额的 30%以内予以扣除。

随着社会力量扶贫捐赠力
度的不断加大，现行政策在执行
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需
要研究解决。

“我们了解到，一些企业对
贫困地区单次扶贫捐赠支出金
额较大， 而按照现行政策规定，
其捐赠支出即使结转三年仍然
得不到全部扣除，同时企业捐赠
货物视同销售还需要缴纳增值
税，也加重了企业负担，不利于
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脱贫攻
坚事业。 ”程丽华表示。

程丽华强调：“这次国务院
常务会审议通过两项扶贫捐赠
优惠政策：一是对企业用于重点
贫困地区的扶贫捐赠准予在企
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 解决了
企业所得税前不足扣除的问
题； 二是对捐赠给重点贫困地
区的货物免征增值税， 减轻了
企业负担。 这两项扶贫捐赠专
项优惠政策， 将有效减轻参与
脱贫攻坚战企业的税收负担，进
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攻
坚的积极性。 ”

可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

那么，企业的扶贫捐赠究竟
该如何据实扣除呢？《公告》给出
了答案。

1、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企业通过公

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含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
和直属机构，用于目标脱贫地区
的扶贫捐赠支出，准予在计算企
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据实
扣除。 在政策执行期限内，目标
脱贫地区实现脱贫的，可继续适
用上述政策。

“目标脱贫地区”包括 832 个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县（新疆阿克苏地
区 6 县 1 市享受片区政策）和建
档立卡贫困村。

2、 企业同时发生扶贫捐赠
支出和其他公益性捐赠支出，在
计算公益性捐赠支出年度扣除
限额时，符合上述条件的扶贫捐
赠支出不计算在内。

3、 企业在 2015 年 1 月 1 日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已发
生的符合上述条件的扶贫捐赠
支出，尚未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
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部分，可执
行上述企业所得税政策。

“实打实、硬碰硬落实好这
些政策，是我们税务部门责无旁
贷的责任。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
长孙瑞标在吹风会上强调。

据孙瑞标介绍， 今年以来，
为了确保减税降费政策不折不
扣地落实到位，从税务总局到省
市县乡税务机构，都建立了一套
“一体指挥、 对表推进、 铁账核
算、全程辅导、精准服务、严格监
督”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对每一
项政策，无论规模大小都会尽百
分百努力落实好。

“像扶贫捐赠、污染防治第
三方等税收优惠体现在点上，但
作用在全局，更要不折不扣地落
实到位。 ”孙瑞标强调。

� � 3 月 27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 新华社记者 才扬/摄

� � 4 月 2 日，第十四次全国民政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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