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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服务民营经济的四种途径 
当阳市国税局 钟祥东 t 

近几年束．我市国税局在服务民营经湃过程中． 

逆妒探 索出以下 四种 逢径 ，促进 了民营经济长足发 

展 。 

一

、税收服务民营经济的政策方式 

站合 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用足用活用到位各项 

税 收政 策，包括优惠政策 一是在税法许 可的范 围内 

加 托顿斜 力度 、培 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着重于培 育有 

资源、有技术 、有特 色、有市场的民营产业和产品链 ， 

鼻正在扶持发展科技型 、实用型、灶益型民营产业和 

产品上下功 夫，求得服务 的妾际灶果。二是加强对 民 

营小规模纳税人 的税 收征管 ，强化税务稽壹 ．强化 民 

营^户建帐梧算管理 ，实施堵满征收 办l岳．为民营企 

业创造新优势 ，切 实杜走民营企业 实力。三是克分连 

用税收政策杠杆引导农村 民营经济走 向专业化、集约 

化之路 ．实现产供销一务龙。四是克分利 用出口退税 

政策走力鼓励出口创汇．积极争取 出口退税指标．促 

进 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五是做好政策导向。通过各种 

巍闻蒜介 ，利用各种方式和纽织形式走力宣侍税收政 

策与法规 ，积枉鼓励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 。六是主动 

派 员翠八到 受洪涝 兜害影响的民营企业 ．在不违背国 

家统一税收政策的前提 下．为解决其生产 资金 困难 ． 

落实有关延期缴纳税款等政策，井协助搞好生产 自救 

工作 。 

二、税收服务民营经济的调控方式 

克分发挥税收调节功能，，A＼平税收 费担 ，推动 民 

营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具有当阳特色的产业优势和经 

济优 势。一是结合 民营经 济发展市局 ，舍理调整个体 

私营税收征收管理的着力点和侧重点 ，通过堵住商贸 

等流通行 业的税收漏洞 ，增加税收 总量。二是合理调 

理 民营经湃的税 负，促进舟平莸刺，根 据国务院的决 

定 ．做 好对 小规模商业个体 经营者的征 收率由6％降 

低到4％的调整工作。三是 协调 国、地税关 系，妥善 处 

理个体税收征管范围职能交叉问题 ，让既蚋增值税、 

消费税 ．又纳营业税和各种地方税的个体私营业户满 

意。四是严厉打 击偷遮骗抗税 ，保护 民营经济公 平竞 

争．舍法经营。五是严格执法程序 ，保护民营经济的合 

法权益 ．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公 平有序的税收 

环境 。 

三、税收服务民营经济的管理方式 
一 是帮助民营企业加强财务核算管理，帮助企业 

7 

随善营销素质和管理术平不高的收况 ，通过培训辅导 

咨询等形式，提 高财套人 员的素质和建立健垒财齐管 

理。二是强化发票管理，严格管好民营经济办税票 

证的各种 窗 口。三是辅导 民营奎业建帐建制 ，提 高 

帐务管理水平和经营决策能力 雄护其妊济利益 。 

四是对小型私营户和十俸户的税 收实行定税 管理 ． 

只要 纳税 户 的经 营鞭 不 超过 接 定经 营 的 20％ 的 ，不 

子调整定税额 ．年度 内一般也不 予进行税收检查 ， 

坚决制止 那种 “喜天定 ，夏天查．秋 天补”的管理 

方式。五是逆步推行税务代理，实行代理与辅导相 

结合 ，在收 费标准上对 民营经济予咀区别对待 。卉 

是不断加 强规 范化 的管理 ．促使 民营企业转机建 

刺 尽 快与现代企业制度接 轨．实现 民营经济的高 

层班高质量 高灶蓝高速度发展 。七是广泛搜 集整理 

反赞 国家产业政策、财政 空融、企 业经营、产品供 

销信惠，搞好政 策调研 ．厦时掌握 民营经济发展和 

税政执行 中的新情 况新问题 ．撰 写出详尽 的政策调 

研报告，以供上级国税部门决幕参考 ̂ 是国税部．1 

换思路 ，走 出传统的给资金 、收贷款 、找销路 的模式 ， 

抓住科技关键 ．为民营经济牵线搭桥．拓宽民营经济 

用人渠道 ，促使 民营经济的决策和运行向科 学化、专 

业化方 向发 展 

四、税收服务民管经济的承诺方式 

对民营经济 实行服务承诺 ：一是实行 时鼓承诺。 
一

方面在为 民营经济办理 税务登记、验证 、一般蚋税 

人认定、发票颌购、纳税 中报、税收退还、出口退税、税 

收检壹等手续上简化程序 ，另方 面实行 限时服务。 

国税部 门转 变传 统观念 ，对于民营经济 ．不 因成份 

论责贱 ．不 以姓 氏定亲疏 ，对 民营经 济实行优质文 

明服务 ，语言亲切化、 态度熟情化、着装标准化、 

环境优美化．把民营经济业户赞成不赞成．满意不 

满意作为挂验税收工作 的一条重要标 准。三是程序 

公 开承诺。实行 办税程序奢开 ，强化和 完善个体私 

营税收执法监控 ．宪 出制度约束和社会监督 ．让民 

营业户放心。 四是康政承诺 。严格执行 国家税务总 

局 制定 的 十五 不堆”规 定 ，按 照 “几岔 开”和 

“五要十不准 要求 ，规 范对 民营经济的税收执法 

行为和征管行为．恪把守法．拒吃请、拒娱乐、拒说 

情、拒受贿，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康政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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