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国地税之窗
（总第6期）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涉及由
地税部门负责征收的有企业所得税、营业
税和印花税 3 个税种。

（一）企业所得税
1.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包括

哪些？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小型微

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有关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第 23 号
公告）规定，包括企业所得税减按 20%征
收（简称减低税率政策），以及《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34
号）规 定 的 优 惠 政 策（简 称 减 半 征 税 政
策）。

2.请问国家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范围的执行时间是什么时
候？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4〕34 号）第一条规定，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对
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10 万元（含 10 万元）
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

3.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第 23号公告
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以前规定与 23公
告不一致的如何执行？

答：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第 23 号公告
第六条规定，小型微利企业 2014 年及以后
年度申报纳税适用总局 2014 年第 23 号公

告，以前规定与此公告不一致的，按第 23
号公告规定执行。

4.2014年 1月 1日以后小型微利企业
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如何享受优惠？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小
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有
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23 号）第三条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小
型微利企业，可以自预缴环节开始享受优
惠政策，并在汇算清缴时统一处理。具体
如下：

（1）采取查账征收的小型微利企业，
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10 万元
（含 10 万元）的，如果本年度采取按实际
利润额预缴税款，其预缴时累计实际利润
额不超过 10 万元的，可以按照小型微利企
业优惠政策预缴税款；超过 10 万元的，应
停止享受其中的减半征税政策。对于按
上年度应纳所得额的季度（月度）平均额
预缴企业所得税的，预缴时可以享受小型
微利企业优惠政策。

（2）采取定率征收的小型微利企业，
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10 万元
（含 10 万元）的，其预缴时累计实际利润
额不超过 10 万元的，可以按照小型微利企
业优惠预缴税款；超过 10 万元的，不享受
其中的减半征税政策。

（3）对于新办小型微利企业，预缴时
累计实际利润额或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 万元的，可以按照减半征税政策预缴税
款；超过 10 万元的，应停止享受其中的减
半征税政策。

5.我公司是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

得税的，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
吗？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小
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有
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第
23 号公告）第一条规定，符合规定条件的
小型微利企业（包括采取查账征收和核定
征收方式的企业），均可按照规定享受小
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6.采取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
的，不是规定不得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吗？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小
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有
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第
23 号公告）第一条规定，符合规定条件的
小型微利企业（包括采取查账征收和核定
征收方式的企业），均可按照规定享受小
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69 号）文件第八条关于核定征收企
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暂不适用小型微利适
用税率的规定，自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第
23 号公告发布之日起废止。

7.享受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需要符
合哪些条件？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12 号）第九十二条规定，企业所得税
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所称符合条件的小
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
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1）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 3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100 人，资
产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

（2）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 3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80 人，资产
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8.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税率是多
少？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小型
微利企业，减按 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税。

9.如何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

额、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进行界定？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第五条规定，企业每一个纳税年度
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
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
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预缴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251 号）第二
条规定，小型微利企业中，“从业人数”按
企业全年平均从业人数计算，“资产总额”
按企业年初和年末的资产总额平均计算。

（未完待续）

税收优惠政策解答：

小微企业可享受哪些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四十五条及《国家税务总局欠税公
告办法》的规定，对经税务机关限期缴纳，
逾期仍未缴纳税款的纳税人，予以公告追
缴。下列纳税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日内，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缴纳税款、滞
纳金或提供纳税担保，逾期不缴纳的，将

记入纳税不诚信名单，并依法阻止其法定
代表人出境，采取冻结、扣缴存款，扣押、
查封、依法拍卖或变卖财产等税收保全或
强制措施，或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缴税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地方税务局
2016年 11月 11日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地方税务局欠税公告
（2016年第六期）

欠税户名单
                截止至截止至截止至截止至2016201620162016年年年年10101010月月月月8888日日日日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元元元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公告单位公告单位公告单位公告单位 纳税人名称纳税人名称纳税人名称纳税人名称 税务登记号码税务登记号码税务登记号码税务登记号码 纳税人类型纳税人类型纳税人类型纳税人类型 经营地址经营地址经营地址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业主法定代表人或业主法定代表人或业主法定代表人或业主

欠缴税款金额欠缴税款金额欠缴税款金额欠缴税款金额

是否走逃是否走逃是否走逃是否走逃、、、、失踪的失踪的失踪的失踪的

纳税户以及其他经纳税户以及其他经纳税户以及其他经纳税户以及其他经

税务机关查无下落税务机关查无下落税务机关查无下落税务机关查无下落

的纳税人的纳税人的纳税人的纳税人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身份证号码或其有效身份证号码或其有效身份证号码或其有效身份证号码或其有效

证件号码证件号码证件号码证件号码

1111

2222

三亚市吉阳区

地方税务局

三亚扬子江旅业有限公司

海天大酒店
9146020070881865XR

单位纳税人

税务登记
三亚市榆亚大道 王健 320404721030061 178,565.62 否

三亚市吉阳区

地方税务局
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 460200099283812

单位纳税人

税务登记

海南省三亚市南边

海路半岛龙湾公寓

2号楼1-3单元

张海林 440106196805251812 281,531.50 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四十五条第三款及其实施细则第七十条、国家税
务总局《欠税公告办法（实行）》（国家税务总局
令第 9 号）等文件的规定，对经税务机关限期缴
纳，逾期仍未缴纳税款的纳税人，予以公告追
缴。下列纳税人自本公告发布起 10 日内，到主
管地方税务机关缴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纳税担
保，逾期不缴纳的，将记入纳税不诚信名单，并
依法阻止其法定代表人出境，采取冻结、扣缴存
款，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变卖财产等税收保
全或强制措施，或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缴税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亚市国家税务局
2016年 11月 14日

三亚市国家税务局欠税公告
欠税户名单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公告单位公告单位公告单位公告单位 纳税人名称纳税人名称纳税人名称纳税人名称 税务登记号码税务登记号码税务登记号码税务登记号码 纳税人类型纳税人类型纳税人类型纳税人类型 经营地址经营地址经营地址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业主法定代表人或业主法定代表人或业主法定代表人或业主

欠缴税款金额欠缴税款金额欠缴税款金额欠缴税款金额

是否走逃是否走逃是否走逃是否走逃、、、、失踪失踪失踪失踪

的纳税户以及其的纳税户以及其的纳税户以及其的纳税户以及其

他经税务机关查他经税务机关查他经税务机关查他经税务机关查

无下落的纳税人无下落的纳税人无下落的纳税人无下落的纳税人
法定代表人姓名法定代表人姓名法定代表人姓名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或其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或其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或其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或其有

效证件号码效证件号码效证件号码效证件号码

1 三亚市国家税务局 单位纳税人登记 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港门村麦光贵住宅房（仅作办公场所使用） 李宁 340604199702122211 53,193.87 否

2 三亚市国家税务局 单位纳税人登记 海南省三亚市港门村东二号10号601房 张炜松 460200197611294019 537,506.06  否

3 三亚市国家税务局 单位纳税人登记 三亚市河东区榕根路富斯酒店一层 郑灶文 460200197010110376 51,521.43 否

4 三亚市国家税务局 单位纳税人登记 三亚市新风路１２８号７楼 邓日安 (通)H0451145800 171,428.56 否

5 三亚市国家税务局 个体经营纳税人登记 三亚市荔枝沟六组033号第一层铺面 蒲传宏 460200198909230514 51,953.31 否

6 三亚市国家税务局 单位纳税人登记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路225号汇凯花园A2栋202房 邓克诚 460006198210077517 43,994.57  否

7 三亚市国家税务局 单位纳税人登记 三亚市河西区解放路工行三亚分行河西办事处D栋宿舍楼502房 吉永勤 460200196909200519 16,021.83  否

8 三亚市国家税务局 个体经营纳税人登记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滨海路六号面粉厂综合楼第三栋首层105-106房 白鹏 150203197706260758 11,700.00 否

9 三亚市国家税务局 单位纳税人登记 海南省三亚市商品街十一巷2号7楼 钟日华 441425720728487 26,323.43 否

10 三亚市国家税务局 单位纳税人登记 海南省三亚市南滨农场南繁路１０４号二楼２０１室 黄秀红 19,341.81 否

三亚新湖混凝土有限公司 91460200MA5RD2Q88G

三亚朋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460200671069703T

三亚吉美科技环保清洁有限公司 46020055276974X

352124197506220925

三亚金易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1460200552786371P

三亚海岸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1460200583942971F

三亚荔枝沟传宏文具商行 46020019890923051401

三亚宝凯海景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91460200324107664A

三亚鹏翔金迈圆烤肉店 15020319770626075801

海南美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60200665122758

三亚绿森实业有限公司 91460200069677255X

山青河净海澄明 生态红利归于民

“双修”“双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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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修”，让三亚的城市大道变得绿
意盎然。作为三亚的门户道路——迎宾
路、凤凰路、榆亚路焕然一新，“颜值”剧
增。最为明显的是，道路两旁原本参差
不齐的树木被高大挺拔的棕榈树取代，
道路景观凸显出浓郁的热带滨海风情和
强烈的韵律感。而在这之前，这些道路
的两边景观树木“颜值”很对不起观众，
有不少长势不好、杂乱无章的树木，三亚
通过道路景观亮化改造后，大都被迁移
到了别处，有的移植到其他路段，有的移
植到苗圃基地进行假植，现在的道路两
侧的树木挺拔秀丽，得到广大市民游客
的点赞。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位潜
心研究苗木 20 年、为“双修”做出重要贡
献的“苗木人”——三亚市园林环卫局苗
圃场副场长孙乐帆。

今年 43 岁的孙乐帆，1996 年从海南
大学园林工程专业毕业后进入苗圃场工
作。20 年的钻研和勤奋工作，让他在“双
修”建设中大展拳脚，成为一名默默奉献
的“播绿人”。在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
的情况下，他放弃休息时间，忘我地工
作，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海龙路绿化改造、
桶井路景观绿化提升树木迁移以及三亚
湾路行道树更换树木迁移等工程。

科学指导 提高树木存活率

2015 年 8 月，海龙路绿化改造工程启
动，凤凰路上的 385 棵菩提榕被迁移到海
龙路种植；2016 年 5 月，桶井路将 779 棵乔
木迁移出去；2016 年 8 月，三亚湾行道树
换植工程迁移 640 棵乔木。如此庞大的工
程不仅工作量大，而且还需要非常专业的

技术。比如从树木的起挖到树木伤口愈
合的专业处理都要非常小心，如果一步出
了问题，那么树木很可能就会死亡。然
而，在孙乐帆科学合理的指导下，这些被
迁移的乔木的存活率在 90%以上。

“树木在移植时，它的根系、土球很
难控制，尤其是土球不好保留。为了保
证 它 的 存 活 率 ，我 们 就 要 采 取 多 种 措
施。”孙乐帆介绍说，树木在起挖的过程
中要尽量保持它冠幅的完整，同时对它
的根部进行处理，促进它根系的快速生
长。因为树木移植到新的路段，树冠太
大，就影响树木的存活，冠幅过小，也会
影响道路景观性。比如从凤凰路移植到
海龙路的菩提榕比较容易存活，所以尽
量保留它的树冠，让它换植在其他路段

时，就会快速提升道路景观。
土球的起挖必须先将行道树周边铺

砖撬开，然后按照树茎 3 倍以上的距离开
挖土球，比如树茎是 20 公分，那挖开的土
球直径至少不低于 60 公分。土球挖出来
以后，有些根系必须要断掉，对根系断掉
的部分，同时要用生根剂进行涂刷处理，
目的就是促进根系伤口处迅速长根。只
有树根长的快，树木才能恢复得快。另
外就是树冠的修剪，要依据不同树木的
特点。在树冠修剪过程中，尤其要注意
的一点是，对树枝的切割面伤口要使用
树木涂抹剂，如果不及时保护，一是容易
长虫，二是容易腐烂。

放弃休息 加班加点完成任务

每天早上 7 点，孙乐帆就赶到工地。
考虑到施工路段比较长，一天最多只能
迁移 30—50 棵树木，孙乐帆就选择在工
地上吃饭，并放弃午休时间。“我一定要
守在现场指导工人施工，因为有些工人
的技术不娴熟，不懂得根系的处理或者
冠幅的修剪，会影响树木的存活率和景
观。”孙乐帆除了指导树木的迁移工作
外，他还要去种植现场看这些移植树木
的情况，每天都是来回奔波。

树木迁移对于孙乐帆来说并不困难，
让他提心吊胆的是地下的光缆。凤凰路在
树木起挖过程中，底下的光缆线特别多，包
括通讯的、监控的、路灯的，甚至有一些煤
气管道，这些线路比较复杂，所以他千叮咛
万嘱咐工人在起挖时，一定要小心。

“也怕下雨，一旦下大雨就会影响我
们的进度，因为土球遇到雨水可能会松
散。”孙乐帆说，只要遇到下雨天，我们就
尽量不挖树，只是对树木进行修剪。为
了不耽误工期，天气晴朗时，就加班加点
的工作，有时甚至施工到晚上八九点钟，
就连节假日也不休息。

在三亚“双城”“双修”的大建设热潮
中，孙乐帆常年的钻研和长期一线的实
践经验派上了大用场。几个月下来，孙
乐帆先后参加了海龙路绿化改造、桶井
路树木迁移、三亚湾路行道树更换等工
程，总计转移、种植树木 1800 多株。

在园林绿化第一线，孙乐帆不知疲
倦，为三亚“双修”描绘出一幅郁郁葱葱的
绿色图景。他笑着说，干这行多年，也比较
热爱这行，把这些树木移植到新的地方，看
着它们茁壮成长，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在园林绿化第一线，他不知疲倦，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为“双修”描绘出一幅
郁郁葱葱的绿色图景——

孙乐帆：“双修”建设的“播绿人”
本报记者 汪慧珊

本报讯（记者 黄珍 通讯员 李光雪）
“阿姨好，我们是社区小记者，想了解你们
对您‘双修’的认识？您对三亚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有哪些建议呢？……”11 月 12
日，海棠湾汇智社工组织的 10 余名小记者
走进林旺南风情小镇，开展呼吁践行“双
修”“双城”、争做文明市民的社会采访。

据悉，这批“小记者”是来自林旺南风
情小镇的 8 至 12 岁少年儿童，前期培训由
社工组织，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学习、采访
技巧掌握和模拟采访等。当天的活动中，

“小记者”分被分为 3 组，由社工带领着向
居民进行采访，带来一个又一个关于“双
修”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问题。

本报讯（记者 杨洋）百日大会战以
来，东岸棚改已完成预期目标。近日，在
基本完成全部房屋丈量工作后，东岸棚改
及时调整战略布局，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连
片 拆 迁 。 截 至 11 月 13 日 ，共 拆 除 房 屋
1756 栋，拆除面积超 93.9 万平方米。

11 月 11 日，三亚吉阳区出动 16 台炮
机、350 余名工作人员，对东岸棚改项目内
的 37 栋建筑进行拆除，总建筑面积约 2.3
万平方米。截至 11 月 11 日，三亚市东岸
村 委 会 棚 户 区 改 造 项 目 共 计 拆 除 房 屋
1749 栋，清理建筑面积约 94 万平方米，完
成工程总量的 80%。

吉阳区相关负责人透露，近三天内，
该区将拆除东岸棚改项目内的 120 余栋建
筑，总建筑面积约 4 万余平方米，而东岸
棚改项目内其余已签约的房屋将于今年
底全部完成拆除。

东岸棚改项目总征收面积约 2940 亩，
被划分为 16 个片区，截至目前已完成 7 个
片区的拆除工作。

东岸棚改工作重心
转向全面连片拆迁

孙乐帆（右）指导工人对花草进行技术修剪。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社工组织“小记者”
到社区宣传“双修”

万众“双修”战沉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