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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陆续复工复产，纳税申报期如期而至，在疫情防

控的特殊情况下，如何确保税收优惠政策精准落地？如

何确保服务不打折甚至更给力？在过去数月间，这些问

题持续考验着税务部门的税收智慧。

为了答好疫情期间这张考卷，省税务局从税收征管、

纳税服务、税收政策三个方面制定出台了《国家税务总局

吉林省税务局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发展20条措施》，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支持防控疫情有关税收政策措

施的通知》，精准落实优惠政策，全面开启“绿色通道”，倾

力提供优质服务，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为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强大的税务力量。

减 负 真金白银再添生产动力

吉林省弗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省内生产一次性无

菌耗材的重点企业。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企

业利用预留厂房紧急扩大生产，增加生产线，采购原材料，

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生产防疫物资。企业采购用于生

产防疫产品的设备拟需要花费近600万元。我省税务部

门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送上了相关优惠政策。

“弗朗医疗的情况符合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

产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

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我们第一时

间把这一政策告知企业，给他们送去了一颗‘定心丸’。”

长春高新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所长李丽告诉记者。

据弗朗医疗的财务人员张晓颖介绍，这项税收优惠

政策可以为企业节省大约145万元的税金支出。节省的

这部分资金将作为企业的流动资金用于防疫物资生产。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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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下发后，省

税务局即刻对政策进行整理归类，涉及全省企业共4大

类13项具体政策。据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提出了

“该减的减到位，该免的免到位，该缓的缓到位”的总原

则，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支持防控疫情有关税收

政策措施的通知》，从强化政策宣传、开展精准辅导、优化

服务举措、确保政策落地、加强核算分析、坚持统筹兼顾

6个方面提出了贯彻落实政策的16条具体举措。全省各

级税务机关按照相关部门提供的企业名录，主动对接企

业，将政策逐户送到企业手中。

该局以极富特色的“施工图”工作法，将国家部委、省

委省政府、省税务局先后发布的共59项涉税优惠政策措

施内容，分为落实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征管便利措施、落

实纳税服务措施、落实暂缓稽查措施、落实优先退税措施

5个方面，按图推进，确保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应享

全享。

提 速 为企业复工复产开启“绿色通道”

2020年春天的到来，对启星铝业来说伴随着诸多考

验。该企业主要生产高铁用铝材，出口至德国等欧洲国

家。疫情之下，企业自身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交付订单周

期延长、资金回笼慢，原材料采购、人员工资发放都受到

了影响。

资金流，就是企业的“生命线”。就在此时，一笔

1493万元的退税款在1天内就进入企业账户，极大缓解

了企业的现金流风险。

为了支持出口企业复工，稳定生产，税务部门持续加

快出口退税进度，为企业全力提供便利化服务。一方面

取消了出口退税申报期限，另一方面推行“非接触式”出

口退税办理模式，目前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申报后只审核

电子数据，审核无误后就可以办理相关退税事项，特定情

况还可以“容缺办理”。

今年一季度，全省共办理出口退税4.9亿元，退税办

理平均时限为5个工作日，比国家税务总局8个工作日的

退税时限要求缩短了3个工作日。

“仅仅几个小时后，我们就拿到了发票，这样的速度

为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延吉市金达莱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财务人员王淑芬说道。她通过税企联络QQ群反映了

因防疫物资销量的突增，公司急需增值税发票临时增版

增量的情况。正在值班的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

局纳税服务股股长金然在了解情况后，立刻开启了“绿色

通道”，为审批环节提速，开展“一对一”专项服务，帮助企

业及时解决了问题。

“随着一系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税收政策的发布，我

们必须确保企业了解政策、享受政策。为此，我们通过电

话、微信群、短信等多种非接触方式，向纳税人讲解政策、

回答疑问，并根据情况对重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政策

推送。”金然说。

便 捷 在家也能享受涉税服务

“您好，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

入免征增值税……”在“临江市疫情防控纳税人预约办税

辅导交流群”中，临江市税务局税务干部郇玉正在耐心解

答纳税人提出的各种问题。她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税收

优惠政策指引、防控期间纳税人“非接触式”办税流程操

作指引等最新的政策和服务举措第一时间推送到税企微

信群中，确保复工复产企业及时了解相关税收信息，足不

出户就能享受便捷的涉税服务。

“税务部门通过微信上传、网上指导等方式帮助我们申

报，为我们开通‘绿色通道’，预约办税，加速审批流程。疫

情没有耽误退税，我们160万元的税款不用出门办理就到

账了，在特殊时期为我们解决了难题。”吉林长荣农副产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羿的一席话道出了很多纳税人的心声。

如今，办税走“网路”已成为我省纳税人的办税常

态。疫情期间，省税务局在税务总局明确的185项“非接

触式”办税事项基础上，又推出了具有吉林特色的12项

网上办税事项，实现了申报、缴税（费）、代开发票等197

项办税缴费事项网上办理，覆盖了我省纳税人、缴费人常

办业务的95%。

针对实体办税服务厅业务量最大的“发票领用”事

项，省税务部门推出了“网上申领+发票寄递”服务，目前

已经为全省7331户纳税人邮寄发票70余万份。2、3月

份征期，全省共有290万户次纳税人以“非接触”方式办

税，占比93%，网上申报率达到97.7%。

政策稳落地政策稳落地政策稳落地政策稳落地 服务更给力服务更给力服务更给力服务更给力
——我省税务部门疫情期间助力企业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徐慕旗 通讯员 滕飞跃 周方舟

春风送暖备耕忙，沉寂了一个冬天的黑土地“活”了起来。

“在备春耕的档口，有了10万元贷款，比春雨还及时。”

汪清县大兴沟镇河西村种养大户袁勋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

来。

袁勋养殖了70多头毛驴，还承包了600多亩土地种植玉

米，没想到受疫情影响，毛驴和存粮一时卖不出去，又没有其

他的资金来源。正在袁勋一筹莫展之际，农行汪清支行为他

办理了10万元的贷款，让他贷款在手，春耕不愁。

自疫情发生以来，省内各主要涉农金融机构纷纷制定信

贷投放计划，合理调配信贷资源，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力

度，开辟授信审批和金融服务绿色通道，助力农业生产开好

局、起好步。

金融输血不断档

吉林省鑫达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急需资金春耕，吉林

市金融办、人民银行吉林市中心支行协调邮储银行吉林市分

行，仅用1天时间为企业发放100万元信用贷款。吉林市兴禾

元饲料有限公司受疫情影响遇到资金周转困难，无法按期还

贷，民生银行为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办理了续贷，让企业吃了

定心丸。

瞄准春耕备耕和复工复产政策频出，人民银行长春

中心支行单独调配100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下调支

农支小再贷款利率 0.25个百分点，并规定运用再贷款发

放的贷款利率加点幅度不得超过4个百分点。此外，安排

100亿元再贴现额度，优先支持涉农票据、小微企业票据

和民营企业票据，重点支持复工复产的小微企业、春耕备

耕等企业。

省农行精准筛选拟重点支持的“备春耕”生产相关涉农企

业，逐个客户敲定金融服务方案，开辟审查审批绿色通道，确

保随到随审、即到即办、限时办结，力求对接、营销、尽调、审查

一条龙、一体化、一次性完成。

九台农商银行安排支持春耕生产专项涉农贷款10亿

元。同时，制定了“三个优先”原则，即对春耕所需农资基金优

先满足；对农业种植大户和特色农业基地农户资金优先安排；

对农资等涉农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资金优先发放。

多元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落实处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地趴粮”急于出售变

现。农行公主岭支行向怀德镇四道岗黄花村的昌源粮食收储

有限公司推荐了“农担通”贷款。由农担公司提供担保，该行

开通贷款审查审批绿色通道，仅用4天时间就完成了800万元

的贷款发放。同时，该行还积极推动“银企直连”以及掌上银

行等农行互联网金融产品在粮食产业的推广和应用，实现了

粮食收购资金实时到账，也满足了当地农民粮食变现和春耕

备播生产资金需要。

为适应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春耕备耕实际需求，省内各涉

农金融机构积极开展涉农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

建行吉林省分行推出“惠e农”农户快贷，该产品利率较

低且采取全流程线上办理。公主岭农商行面向广大农户开启

“极速贷”模式，对农户生产经营贷款简化手续、优化流程、一

站式快速办理。东丰农商行研发“融疫贷”产品，具有额度高、

利率低、期限长、无担保的特点，最高可贷款10万元，并实行

优惠贷款利率，切实减轻了涉农客户的融资成本负担。九台

农商行创新运用农户住房财产权抵押、土地经营权抵押、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担保公司担保等多种融资

方式，加大对“三农”方面的金融支持，对符合条件的农户做到

“应贷尽贷”。

善用科技“线上”服务抢农时

“金融科技+大数据”的银行金融服务让技术直达田间，也

有力保障了春耕生产资金需求。

邮储银行吉林省分行充分利用线上“极速贷”和“E捷贷”

产品，远程办公、电话对接、视频指导，帮助农户和涉农商户足

不出户办理贷款、获得资金支持。省农行充分利用线上“极速

贷”和“E捷贷”产品，帮助农户和涉农商户足不出户办理贷

款、获得资金支持。东北首家民营银行亿联银行借助科技优

势，为农民开发了“亿农贷”线上贷款系统，贷款申请、审批、放

款、还款等操作均通过手机App完成。建行与吉林金控集团

利用大数据推出线上“惠e农”金融产品，针对农户发放小额

个人贷款。吉林省农村金融综合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结合大数

据平台和覆盖各地的村级农村金融服务站，创新“红本贷”，农

户不出门，就能实现线上申请、线上放款。

信贷信贷““春雨春雨””润耕田润耕田
——我省金融机构助力备春耕扫描

本报记者 杨晓艳

本报讯(记者叶爽)扶贫工作是关乎民生的千

秋大计。敦化市审计局通过引入“1+X”式扶贫机

制，即围绕精准扶贫这条主线，采取多种切实可行

的措施，将脱贫攻坚工作抓实、做牢、见实效，真正

将扶贫工作做到百姓的心坎上。

该局扶贫包保点靠山村的民之所需是改善农

业基础设施，因此他们积极向财政争取资金45万

元，为靠山村整修边沟1542延长米，新修水泥路面

576平方米，新修涵管288米。

“20只土鸡，平均每天可产八九个鸡蛋，每个

鸡蛋可卖到2元，月收入五六百元……”这是靠山

村贫困户算的一笔收入账。2018年和2019年，审

计局两次为靠山村9户贫困户提供了近300只蛋

鸡、鹅雏。

此外，他们还为靠山村争取扶持资金80多万

元，完成了60公顷旱田改造水田项目。2017年至

2019年，靠山村改造后的水田每公顷平均纯收入

1.5万元，是旱改前收入的2倍；启动实施的光伏发

电项目，使全体村民每人每年得到639元的售电分

红。

引入“1+X”式扶贫机制
敦化市审计局助推精准扶贫

本报讯（记者陈婷婷）日前，一名小伙子在长春

海关所属长春兴隆海关报关大厅领取到一份《留学

生购车准购单》，“我弟弟回国马上一年了，户口在

长春，人在外地工作。”这位小伙子说，“为了能在截

止时间前买上车，海关告诉我可以拿着委托书帮我

弟申请购车，现在手续办完了，就等提车了，买这台

车大概便宜8万元左右。”

为鼓励在外留学人员毕业后回国工作，1992

年国家七部委制定了留学回国人员购买自用小汽

车的优惠政策，留学生、访问学者及进修人员学成

回国一年内购买指定范围内自用小汽车，享受减免

进口零部件关税和车辆购置税的优惠。

近期，为激发全省汽车消费潜能，稳定汽车产

业发展，振兴地方经济，我省推出了一系列促进汽

车消费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加大留学回国人员购

买国产免税小汽车优惠政策宣传力度。

长春兴隆海关地处“汽车城”，吸引了大量回

国留学生办理购车业务。为让留学生及时享受到

回国购车红利，破解办事“多次跑”难题，长春兴

隆海关一方面积极宣传留学生购车政策及办理所

需资料，促进留学生了解政策，为业务办理做好充

足准备；另一方面制作《留学回国人员办理购买免

税国产小汽车明白纸》《留学生购车全攻略》宣传

单、宣传展板等放在业务大厅显著位置，将办理所

需资料及注意事项简单明了表述，使购车政策一

目了然。

疫情防控期间，长春兴隆海关还特别制订了留

学生购车政策“无接触”宣传方案，着重利用“云宣

传”方式，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宣传留学生购车

政策；推出“一码当先”服务，制作业务办理二维码，

在业务大厅、出入境管理局、高校、研究院所等留学

生聚集单位发放业务办理宣传二维码等资料，使留

学生通过便捷扫码方式获取业务办理操作流程及

所需资料，打破政策推广瓶颈，受到留学生及家长

的好评。

长春兴隆海关工作人员介绍，为便利留学生办

理购车业务，长春兴隆海关业务现场安排专人专岗

负责为留学生服务办理，保证政策落实的专业性和

高效性。针对由于疫情或其他特殊原因造成的留

学生本人无法到现场办理业务或临近“回国1年以

内办理”时限等特殊情况，长春兴隆海关开启业务

办理“绿色通道”，可采取委托办理、特殊情况优先

办理等方式，为其争取购车资格，最大限度保证留

学生权益。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长春兴隆海关受理留学归

国人员购车业务583笔，热销车型以奥迪为主。据

了解，奥迪Q5某型号留学生购车价格较市场价格

优惠力度达22%，加上购置税优惠减免，整车可优

惠约10万元。

留学生购车福利多
少则省下三五万 多则十几万

本报讯（记者张雅静）近日，

省药监局研究制定《进一步加强

防疫类出口医疗器械质量监管

工作方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防疫类出口医疗器械质量监

督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确保

全省抗疫出口医疗器械质量安

全。

省药监局要求各地监管部

门迅速摸清辖区企业情况，确保

监管突出重点，底数清、情况明，

建立疫情防控出口医疗器械企

业清单，并做到每日一报表，实

行动态管理。同时，立即组织精

干力量成立检查组，重点深入全

省疫情防控期间新批准的企业

以及日常监管工作中群众举报

多、质量管理体系不到位的企

业，加强监督抽检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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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干部耐心指导纳税人办税。 （图片由长春市高新区税务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