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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捐赠免税政策将延期至12月31日
� �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社
会各界捐款捐物，为疫情防控作
出了重要贡献。 为鼓励捐赠，财
政部、税务总局在 2 月 6 日发布
了《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
政策的公告》。

5 月 28 日 ，财政部 、税务总
局发布《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
等税费政策实施期限的公告 》，
宣布疫情防控捐赠税费减免的
政 策 执 行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这对广大捐赠者无疑是一大
利好 !

防疫捐赠税费如何减免

根据《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
赠税收政策的公告》， 企业和个
人用于疫情的捐赠可以享受以
下优惠：

1.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
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的现金和物品，允许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2.企业和个人直接向承担疫

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的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全额扣除。 捐赠人凭承担
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
赠接收函办理税前扣除事宜。

3.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
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
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 或者
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
院， 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 免征增
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与普通捐赠的减免有什么
区别

按照《慈善法》的规定，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
慈善活动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既然平时的捐赠也可以享
受税收优惠，那么疫情防控捐赠
的这一优惠政策由什么不同呢?
对比一下可以发现，最大的不同
在于可以“全额扣除”。

一般捐赠的税前扣除额主
要有以下规定：

财政部、税务总局 2018 年发
布的《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企业
所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关政策
的通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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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慈善活动、公益事业的捐赠支
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
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 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
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当年发生及以前年度
结转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在
当年税前扣除的部分，不能超过
企业当年年度利润总额的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规定：

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扶贫、
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
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
税所得额 30%的部分， 可以从其
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企业日常捐赠每年税前扣
除比例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 个人捐赠税前扣除比例不
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 30%，和新
冠肺炎防疫捐赠全额扣除相比，
优惠的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据民政部的数据，截至 4 月
23 日，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
字会接收社会各界的捐赠资金
约 419.94 亿元;捐赠物资约 10.94
亿件。

根据新冠肺炎防疫捐赠的
优惠政策， 这意味着超过 500
亿元的税费减免 ! 而且还会继
续增加。

为什么延期

这一政策延期执行至 12 月
31 日， 意味着到今年年底之前，

为疫情防控进行的捐赠都可以
享受这一优惠。

一方面，虽然，我们在较短
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但疫情尚
未结束。 疫情防控依然需要资金
和物资的支持。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强调，今年已过去近
5 个月， 下一阶段要毫不放松常
态化疫情防控。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
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3 日
24 时，据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现有确诊病例 69 例（其中重症
病例 2 例）。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
切接触者 4360 人。 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 4 例（均为境外输入）。 尚
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326
例（境外输入 43 例）。

离全面清零还有一段路要走，
与此同时，境外疫情依然严重。

一方面，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我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
未有。 为了应对挑战，需要加大
减税降费力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前期出台 6 月
前到期的减税降费政策，包括免
征中小微企业养老、失业和工伤
保险单位缴费，减免小规模纳税
人增值税， 免征公共交通运输、
餐饮住宿、旅游娱乐、文化体育
等服务增值税，减免民航发展基
金、港口建设费，执行期限全部
延长到今年年底。 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
到明年。

疫情防控捐赠税费减免的
政策执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的政策只是《关于支持疫情防控
保供等税费政策实施期限的公
告》中的一部分，同样延期的还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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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
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
费和政府性基金的公告》等规定
的税费优惠政策。

� � 近日， 民政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全国民政系统开展 2020
年“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月”
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明确今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在全国民政系统范围内统
一开展“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
月”活动。

《通知》明确，活动的总体思
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重大决
策部署，着眼加强疫情防控常态
化条件下安全生产和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排查整治工作， 围绕

“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主题， 宣传安全生产法规政策，
严抓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责
任落实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推

动各级民政部门和民政服务机
构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
安全管理行业监管和主体责任，
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坚决遏制民
政服务机构重特大事故发生，确
保民政服务对象生命财产安全，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
环境。

第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各级民政部门要安排理论学习
中心组专题学习，加深对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的理解，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增强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以各
级民政部门和民政服务机构领
导干部为重点，分层次组织干部
职工进行专题学习、研讨，交流
心得体会，并通过领导干部带头
讲、深入基层调研宣讲、举办培
训班、 召开会议等多种形式，全

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宣传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
要论述， 扩大安全宣传覆盖面，
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

第二，开展“排查整治进行
时”专题活动。 各地民政部门要
认真落实民政服务机构消防安
全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中明确的
工作任务，组织开展“排查整治
进行时”专题活动，对重点民政
服务机构排查整治工作广泛宣
传发动，及时反映工作进展和成
效。 要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
育，对涌现的先进典型和取得的
工作成果及时总结，形成可复制
的经验做法， 大力宣传推广；对
典型事故案例和突出问题曝光
通报，组织人员认真学习，吸取
事故教训，切实引以为戒。 要广
泛动员民政服务机构干部职工
参与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推
动民政服务机构对重点部位、关
键环节进行全面排查，深入整治

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从源头上防
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第三，组织安全知识学习活
动。 各级民政部门要广泛组织干
部职工观看学习在央视新闻、新
华网、人民智云等主流媒体客户
端和重点网站等新媒体平台开
设的“安全生产大家谈”云课堂，
积极参与在中国应急信息网、全
国“安全生产月”官网等平台开
展的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 指导
各类民政服务机构结合实际，以
多种形式向服务对象普及安全
知识，积极培育丰富具有自身特
点的安全文化，引导服务对象养
成良好安全习惯，构建群防群治
安全管理防线。

第四，开展上下联动集中宣
传。“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月”
活动期间， 民政部在部属媒体、
部门户网站上开辟“民政服务机
构安全管理月”专栏专题，分设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重要论述、“排查整治进
行时”、文件法规、安全知识等四
大板块，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学习宣
传、交流各地民政服务机构消防
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中
排查整治工作部署开展情况和
经验做法。 各地民政部门要积极
参与民政部组织的集中宣传活
动，省级民政部门要及时报送民
政服务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计划安排部署情况及
深化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中
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主要负
责同志要带头撰写提供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重要论述体会文章。 同时，要充
分发挥各级民政部门所属媒体、
门户网站等平台作用，积极协调
各类主流媒体以及相关新媒体
优势，加大宣传报道力度，积极
营造关心安全管理、参与安全发
展的浓厚舆论氛围。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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