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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托育、家政等税费优惠政策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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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 � 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
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
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养老、托
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
优惠政策的公告》， 对养老、托
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的有
关税费政策进行了进一步明确。

促进社区养老和家政服务
业加快发展

5 月 29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进一步促进社区养老和家政
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措施，决定对
养老、托幼、家政等社区家庭服
务业加大税费优惠政策支持。

会议指出，按照《政府工作
报告》部署，以社区为基本依托，
加快发展养老、托幼、家政等服务
业， 是改善民生、 应对人口老龄
化、 支撑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重
要举措， 有利于较大力度增加就
业、扩大服务消费促内需、推动社
会合理分工和经济转型升级。

会议确定了促进社区养老
服务业发展的措施：

一是加大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有效供给。 对老旧小区通过政
府回购、租赁等补上养老设施欠
账。 新建小区按规定建设的养老
设施移交政府后，要无偿或低偿
用于社区养老服务。 对企业、政
府和事业单位腾退的用地、用
房，适宜的要优先用于社区养老
服务。

二是放宽准入，引导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社区养老服务。 鼓励
发展具备全托、日托、上门服务
等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机构，在
房租、用水用电价格上给予政策
优惠。 依托“互联网+”提供“点菜
式”就近便捷养老服务，支持连
锁化、综合化、品牌化运营。

三是按规定以财政补贴等
方式，支持大范围开展养老服务
人员培训，扩大普通高校、职业
院校这方面培养规模，加快建设
素质优良的专业队伍。

四是优化财政支持养老服
务业发展的支出结构，相关资金
更多用于支持社区养老服务。 整
合高龄津贴、护理补贴等，集中
补贴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长
期照护费用。

会议决定加大对养老、托
幼、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的税
费政策优惠。 从今年 6 月 1 日到
2025 年底， 对提供社区养老、托
育、家政相关服务的收入免征增
值税，并减按 90%计入所得税应
纳税所得额;对承受或提供房产、
土地用于上述服务的， 免征契
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不动产登
记费等 6 项收费。

同时，研究完善增值税加计
抵减政策，进一步支持生活服务
业发展。 扩大员工制家政企业免
征增值税范围。

适用于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

《公告》明确，社区家庭服务

业所称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
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
生活共同体，包括城市社区和农
村社区。

为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机
构， 是指在社区依托固定场所设
施，采取全托、日托、上门等方式，
为社区居民提供养老服务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社区养
老服务是指为老年人提供的生活
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行、紧急
救援、精神慰藉等服务。

为社区提供托育服务的机
构， 是指在社区依托固定场所设
施，采取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
临时托等方式， 为社区居民提供
托育服务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社
会组织。 社区托育服务是指为 3
周岁（含） 以下婴幼儿提供的照
料、看护、膳食、保育等服务。

为社区提供家政服务的机
构， 是指以家庭为服务对象，为
社区居民提供家政服务的企业、
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社区家政
服务是指进入家庭成员住所或
医疗机构为孕产妇、 婴幼儿、老
人、病人、残疾人提供的照护服
务，以及进入家庭成员住所提供
的保洁、烹饪等服务。

三类优惠政策

《公告》明确了三类优惠政策。
一是为社区提供养老、托

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按照以
下规定享受税费优惠政策：

（一）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

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二）提供社区养老、托育、

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减按 90%计入收
入总额。

（三）承受房屋、土地用于提
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
免征契税。

（四）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
育、家政服务的房产、土地，免征
不动产登记费、 耕地开垦费、土
地复垦费、土地闲置费；用于提
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
建设项目，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确因地质条件等原因无法
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免征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

二是为社区提供养老、托
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自有或其

通过承租、无偿使用等方式取得
并用于提供社区养老、 托育、家
政服务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三是符合下列条件的家政
服务企业提供家政服务取得的
收入，比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第一条第
（三十一）项规定，免征增值税。

（一）与家政服务员、接受家
政服务的客户就提供家政服务
行为签订三方协议；

（二）向家政服务员发放劳
动报酬，并对家政服务员进行培
训管理；

（三）通过建立业务管理系统
对家政服务员进行登记管理。

上述优惠政策自 2019年 6月
1日起执行至 2025年 12月 31日。

� � 7 月 5 日， 民政部社会组织
管理局、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
和社会工作司联合发布《关于
规范基金会对外开展合作等事
项的提示》，要求进一步加强管
理、规范秩序，促进基金会健康
有序发展。

《提示》指出，近期，民政部发
现有些基金会在与其他组织合作
开展业务活动的过程中，存在违反
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只
挂名不监管、 违规参与开展评比
达标表彰活动等情形； 还有的基
金会盲目追求专项基金数量，对专
项基金的管理失察失控，导致问题
频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因此， 要进一步加强管理、
规范秩序，促进基金会健康有序
发展。

一是基金会要严格遵守《基
金会管理条例》和《民政部关于
印发<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
干规定（试行）>的通知》、《民政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会专项
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社会组
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暂行
规定》等法规政策的规定，不忘
初心、牢记宗旨，依法规范开展

相关活动。
二是基金会以“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支持单位”、“参与
单位”、“指导单位” 等方式开展
合作活动的，应当切实履行相关
职责， 加强对活动全程的监管，
不得以挂名方式参与合作，不得
“挂而不管”、“顾而不问”。

三是基金会未经批准不得
擅自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
确需开展的应当按照规定的程
序和条件提出申请。 已批准设
立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 基金
会不得借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向
评选对象收取、 变相收取或摊
派费用， 不得以任何形式与营
利性机构合作举办或委托营利
性机构举办。

四是基金会要树立良好的
品牌意识， 注重高质量发展，根
据管理能力严格控制专项基金
规模，切实加强对专项基金的监
督管理，并依法全面履行信息公
开义务，接受社会监督。

《提示》强调，基金会在开展合
作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对
专项基金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
的，民政部门将依法严肃处理。

社区食堂方便了老年人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欢迎（网络图片）

基金会
不得以挂名方式参与合作

� � 日前， 天津市民政局印发
《关于进一步组织动员天津社
会组织参与 2019 年度脱贫攻
坚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
市级社会组织要重点开展对甘
肃省、河北省承德市、西藏昌都

市、 新疆和田市以及青海省黄
南州的脱贫帮扶工作， 做好天
津市结对帮扶困难村和生活困
难群众的救助工作。

今年以来， 天津市社会组
织主动参与东西部扶贫帮扶协

作活动， 由天津市部分基金会
组织的对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
对口扶贫帮扶工作中， 签订了
59 个帮扶项目 ， 累计资金
1511.3 万元， 产生了良好的社
会效应。 （据北方网）

山西：开展社会组织“两个覆盖”清零攻坚行动
� � 6 月 28 日， 山西省社会组
织党委成立大会暨“两个覆盖”
清零攻坚动员会召开。从即日起
至今年年底前，山西省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社会组织“两个覆盖”
清零攻坚行动，确保有党员的社
会组织全部建立党的组织。

“两个覆盖”是指党组织和
党的工作在社会组织中有效覆

盖， 是全国社会组织党建的目
标和要求。 2016 年以来，山西省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取得长足进
步，但对标先进省份，还有一定
差距。 目前，山西省社会组织党
组织覆盖率为 72.9%，党的工作
覆盖率为 88%，全省有 223 个社
会组织应建未建党组织。

会议明确，这次行动，要将

全省 223 个应建未建党组织的
社会组织尽快“清零”。 应建未
建党组织的，按规定列入“活动
异常名录”乃至“黑名单”。 对暂
不具备组建党支部条件的，由
业务主管单位、 行业党委通过
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 联络员
等开展党的工作。

（据山西新闻网）

河北：计划招募 1200名“三支一扶”志愿者
� � 近日，河北省发布《关于做
好 2019 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
扶” 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
2019 年河北计划招募 1200 名
“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
和扶贫工作）计划志愿者，服务
期限 2 年， 招募对象为河北省
生源 2018 届、2019 届未就业普
通高校毕业生。

服务期间， 发给志愿者每
人每月的生活补贴分别为专科
生 3000 元、 本科生 3200 元、研
究生 3400 元，并按有关规定为
其办理服务期内的养老、医疗、
工伤保险， 给予新招募人员且
在岗服务满 6 个月的“三支一
扶” 志愿者一次性安家费 3000
元。 参加“三支一扶”计划的专

科毕业生，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
的， 可免试入读成人高等学历
教育专科起点本科。 服务期满
三年内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初
试总分加 10 分。 对于已被录取
为研究生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参
加“三支一扶”计划的，学校应
为其保留入学资格。

（据《河北日报》）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