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四川省工商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赵宇出席在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审查协作四川中心召开的 2020

年四川省“民参军”产业政策宣导会，

成都市工商联、德阳市工商联、绵阳

市工商联相关领导参加，四川省工商

联经济联络处相关人员陪同参会。

四川省科技装备业商会会长、科

道芯国董事长朱琳琳在致辞中表示，

商会组织军民融合政策宣导会，目的

是将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对民营经济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要求上来，

顺应民企参军的愿望，发挥商会组织

优势，在推动军民融合发展中发挥桥

梁纽带和助手作用、引导民企有序参

军，为四川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汇

聚强大正能量。

赵宇代表四川省工商联讲话，对

商会在帮助企业把握“民参军”最新

动向、充分调动“民参军”企业创造性

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所取得的成

绩予以肯定。他指出，作为国家战略

性产业、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的脊

梁，科技装备业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任务艰巨，商会要积极围绕企业的生

存和发展问题开展工作，把握经济发

展态势和产业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国

家经济发展战略，承担政府转移职

能，作好联系政府和企业的桥梁和纽

带。希望商会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进一步推动军民协同创新、促进

信息对接，为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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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

上，我国减税降费成绩单正式发布：2020

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连续

发布实施了 7批 28项减税降费措施，税

务部门全力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

体，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2.5万亿元，

为 399 万户纳税人办理延期缴纳税款

292亿元。过去五年，我国累计减税降费

超过 7.6万亿元。

业内指出，2020年减税降费成效显

著，有力服务“六稳”“六保”大局，支撑我

国经济率先实现正增长。2021年，我国

将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伴随制度性

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实施、税收营商环

境的进一步优化，叠加累积效应越来越

明显，更深层次的减税红利可期。

“减税降费”成为近年来我国财税政

策的核心关键词之一。数据显示，“十三

五”期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超过

7.6万亿元，累计办理出口退税 7.07万

亿元，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新办涉

税市场主体 5745万户，较“十二五”时期

增长 83%，为稳住就业和经济基本盘作

出了积极贡献。

从全国各地情况看，减税降费政策

有效帮助广大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减轻负担，留住了青山。“1218万元出

口退（免）税款及时到账，再加上 2020年

上半年阶段性减免社保费 700万元，真

金白银有效缓解资金压力，让我们优化

产品结构、扩大内销市场更有底气。”万

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财务部部长詹

技术说。

盐津铺子食品公司财务人员李玲算

了一笔账：2019年盐津铺子集团共享受

各项税费减免 3691 万元，2020 年共享

受各项税费减免 4988万元。“如此之大

的税费优惠政策力度，让企业资金活力

得到充分释放，智能升级进程加快、信心

更足。”李玲说。据介绍，2020年前 11月

公司各项研发投入已超过 3000万元。尽

管 2020年年初产品销售受到一定冲击，

但从 4月开始实现正增长，前三季度营

业收入刷新了最佳年度成绩单。

这只是享受到减税红利的亿万市场

主体的一个缩影。不少企业反映，2020

年受到疫情冲击，减税降费“及时雨”帮

助企业渡过难关，“真金白银”助力企业

克服疫情影响、逆势前行以创新转型开

辟新蓝海。

“减税降费作为逆周期调节政策，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尤其是在去年疫情大考背景下，减

税降费政策有效应对了经济下行压

力。”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

究所所长李旭红对记者表示，2020年减

税降费成效显著，主要体现在应对疫情

冲击的背景下，及时出台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促进新动能成长以及服务中小企

业的有关税费减免政策，减轻了企业的

资金压力，保住了就业，有利于社会稳

定及经济恢复。

李旭红指出，大力推进非接触式办

税、个人所得税手机 APP自动汇算、专

用发票电子化改革等多项便民措施，解

决了疫情期间纳税人的燃眉之急，提高

了办税效能。运用现代化的税收治理理

念和大数据分析，服务于宏观经济决策

及地方经济建设，充分检验了我国在“十

三五”期间现代征管改革的成效，为“十

四五”时期在税收治理能力提升的基础

上实现税收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重要基

础。

展望 2021 年，在“十四五”开局之

年，减税降费政策将如何推进？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明确，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全国

财政工作会议指出，持续推进减税降费，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全国税务工作会议

指出，2021年，进一步巩固拓展减税降

费成效促进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助力高

质量发展。继续抓实抓细延续实施和新

出台的税费优惠政策落实，持续优化推

动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的机制和做

法。

助力减税红利的进一步深度释放，

全国税务工作会上还传递出推进税收信

息化建设、优化税收服务的信号。会议指

出，建成并上线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服

务平台，逐步稳妥扩大改革试点范围。继

续落实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税收营

商环境五年方案，连续第 8年开展“便民

办税春风行动”，深化办税缴费便利化改

革，推进税费服务智能化升级，创新税费

服务个性化措施，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和发展内生动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

出，今年的减税降费应该和税制的完善

结合起来，通过税制改革来完善减税降

费，推进结构性减税降费。

李旭红表示，今年减税降费更着力

于提质增效，政策的持续将对经济的

恢复及市场主体的解困发挥积极作

用。在她看来，目前疫情的影响并未完

全过去，中小微企业、电影行业等压力

仍然很大。因此，应该保障政策的延续

性，给予经济恢复的周期。此外，应综

合考虑财政更可持续和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需要，推进结构性减税，使直接

税、间接税相对均衡，同时，统筹税与

费的综合税负。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

员蒋震对记者表示，去年我国减税降费

政策的实施对宏观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支

撑作用，尤其是拉动消费、投资、稳定就

业方面政策效果明显。今年减税降费的

重点首先是巩固住前期政策的效果，同

时更加强调精准。例如，重点针对小微企

业、科技研发企业等，根据行业特点、企

业经营需求，在充分总结前期经验的基

础上，再谋划研究出台有针对性的新举

措。

蒋震同时指出，除了税费之外，还

要继续关注降低企业经营中全口径的

各项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围

绕激发市场活力，让多项成本下降并

行，这样才能让企业真正感到“解渴”，

更有获得感。

据经济参考报

□冯春霞 本报记者 沈仁平 文 /图

从 2020年 12月 3 日起，四川广安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 台机组高负荷运

行，全力迎峰度冬，日耗煤 2 万吨以上，

叠加极寒天气带来的煤荒、价格上涨、

运力限制等因素，该公司厂内存煤急速

下降。为切实履行央企保发电、保民生

的社会责任，实现新一年工作良好开

局，该公司制定了《今冬明春枯水期电

力供应保障工作方案》，从组织、管理、

人员、供应、生产、环保、后勤等七个方

面提出保障措施，打响电煤供应、冬季

保电攻坚战。

为解决燃“煤”之急，该公司党政一把

手亲自挂帅轮流率队到陕西、山西等主供

区协调资源和运力，分管副总经理挂牌作

战，统筹做好煤炭发运、来煤接卸和煤场

管理的全线指挥。对外，一方面保障长协

煤供应量稳定，向市政府争取本地煤最大

化，全力拓展新疆、甘肃资源，减轻对陕

西、山西地区资源及运力的依赖度，增加

保供能力。另一方面派专人到煤源矿点驻

扎，加强监装、监样和催交催运工作，加强

与铁路相关单位的沟通，充分发挥公司独

有的铁路运力优势，每日落实各发运单位

的资源组织情况、发运情况、请车批车情

况，每日汇总分析，调动铁路运力资源，保

障电煤运输。

对内，全面提升燃煤管理、设备维护

精细化水平，做好输、卸煤设备的维护工

作，全面考虑极端天气对输、卸煤可能产

生的紧张局面，开展专用铁路、接卸设备

专项隐患排查，加强翻车机等系统设备

的检查维护，对卸煤系统进行全面“体

检”，确保有效满足电煤接卸需求。进一

步优化接卸流程，每天通报到厂火车已

卸车数、待卸车数和在途车辆信息，合理

安排接、排方案；备足接卸冻煤工器具，

应对省外冰冻煤接卸；做好人工接卸的

准备工作，车站车辆积压超过 150节时，

按铁路相关要求启动人工应急接卸，确

保火车煤接卸顺利。

目前，该公司结合供应商资源、发运

情况、厂内接卸情况，跟踪库存走势，采

取灵活采购方式，多管齐下，力争全月组

进电煤 55.5万吨, 进一步备足机组“口

粮”，力解燃“煤”之急。

2021 年减税降费持续推进
更深层红利可期

近日，在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联芳街道平顶山生态特色商圈的中升雷克萨斯汽车 4S 店里，市民正在选购汽车。

近年来，联芳街道重点打造平顶山生态特色商圈，家装建材、汽车产业服务和体验、常规商业、旅游休闲等业态俱全，满足

市民住、行、吃、购、游、乐等方面消费需求。辖区内已建和在建商业达到 90 万平方米左右，随着在建商业陆续投用，3年内零

售总额将超 100 亿元。 特约记者 孙凯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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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主动出击抢电煤 千方百计保发电

遗失公告
四川省南江中学（食力餐厅）《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 证 号 ：

JY35119220037059）副本遗失，特公

告声明作废。

四川省南江中学（食力餐厅）

2021年 1月 8日

遗失公告
七一南江中学思源餐厅《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 证 号 ：

JY35119220013634）副本遗失，特公

告声明作废。

七一南江中学思源餐厅

2021年 1月 8日

遗失公告
南江县豪安客货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道路运输证》正、副本（证号：

0039719，车牌号：川 Y哉6261，不慎遗

失，特公告声明作废。

南江县豪安客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月 11日

遗失公告
南江县长赤镇何氏燃面馆《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 证 号 ：

JY25119220004113）正、副本遗失，特

公告声明作废。

南江县长赤镇何氏燃面馆

2021 年 1月 11日

遗失公告
四川省广元市华瑞洗涤化妆品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8002801486）遗失；原核准日期

为：2003年 08月 11日，特此声明作

废。

四川省广元市华瑞洗涤化妆品

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1 日

遗失公告
广元市华瑞洗涤化妆品有限公

司食品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8002900193）遗失；原核准日期

为：2007年 10月 14日，特此声明作

废。

广元市华瑞洗涤化妆品有限公

司食品部

2021 年 1月 11日

遗失公告
广元市华瑞洗涤化妆品有限公

司运输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8002903038）遗失；原核准日期

为：2000年 07月 31日，特此声明作

废。

广元市华瑞洗涤化妆品有限公

司运输组

2021 年 1月 11日

遗失公告
四川省广元市华瑞洗涤化妆品

有限公司（注册号：5108002801486）

公章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省广元市华瑞洗涤化妆品

有限公司

2021 年 1月 11日

遗失公告
泸州天立物业有限公司成都分

公司遗失四川省政府非税收入通用

票据 1 份，票号 070502032 金额

19498.05元，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荫西南民族学院招待所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01906503）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荫西南民族学院兽药厂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20196775-2）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荫西南民族学院民族文化经济

开发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0000261107）遗失，声明作废。

荫西南民族学院劳服司商贸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20191836-

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荫西南民族学院劳动服务公司

服务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90196872-1）遗失，声明作废。

荫西南民族学院科教饲料添加

剂厂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1001810282）遗失，声明作废。

荫西南民族学院成都高新技术

开发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01801104）遗失，声明作废。

荫成都千百鸿文化传播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28966873-x）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荫西南民族学院科教饲料添加

剂厂服务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01904162）遗失，声明作废。

荫西南民族学院高新技术开发

公司研究所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90198468-4）遗失，声明作废。

荫西南民族学院兽药厂服务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90190276）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荫西南民族学院兽药厂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90191006-

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川 ZFB561，投保人：刘松，中国

人寿财产保险的商业险保单号

805112020511421006974遗失作废

遗失公告

陈梦阁，身份证 （证件号：

510902199603012864）于 2020年 11

月 20日遗失，自遗失之日起，非本人

使用该身份证造成的一切后果均与

本人无关。

遗失公告

兹有成都市青羊区文家乡蔡桥

10组谢咏兰，不慎将 2016年 5月 19

日缴纳的房屋补差款票据（4594元）

遗失特登报申请作废。

遗失公告

杨作平遗失律师执业证件（证件

类型 A证）执业证流水号 10929799-

15115200710349426 执 业 证 号

15115200710349426，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根据叙永县煤炭行业协会会议

纪要的内容，同意申请注销叙永县煤

炭行业协会，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请本协会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

相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叙永县煤炭行业协会

2021 年 1月 8日

发挥商会组织优势
引导民企有序参军

2020 年四川省“民参军”产业政策宣导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