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税负之重

广东税负样本：企业推掉上门生意
“前段时间，内地一家游乐厂想让我们生产加工一批游乐玩具，需 3个多月才能完成。

我算了一下账，不算设备折旧，毛利润能有二三十万元。可是再算上增值税、所得税、城建

税、教育附加税、地方教育附加税和水利建设基金等以及各种行政费用，结果只能有一两

万元的净利润。如果生产过程中有特殊情况发生，说不定就要赔钱了。”姜元明无奈地向记

者表示，最后他只好推掉了这笔送上门的生意。

绿色矿山试点单位

徐州铁矿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铁矿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江

苏省徐州市北郊风光迷人的微山湖
畔，104国道、京沪电气化铁路和京杭
运河在此经过，交通便利。集团矿冶
历史悠久，汉代冶铁业就小有规模，
是我国古老的矿区之一。公元前 119
年，汉武帝刘彻在彭城沛郡设“铁官”
管理铁业。唐时，利国设冶铁机构，
《史书》记为“秋丘冶”。宋太平兴国四
年（公元 979 年）设立“利国”监，苏东
坡任徐州知府时，在上神宗皇帝书中
说：“利国自古为铁冶，商贾所聚。有
三十六冶，冶户皆大，每冶百余人，采
矿伐炭。”此时的利国已是一个年产
铁矿石 154万斤的冶炼中心。北宋大
将狄青曾在利国冶铁，制造盔甲兵
器。

徐州铁矿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
为徐州利国铁矿，该矿成立于 1949年
10 月，1950 年由冶金部直属领导，
1963年改为省属企业，1972年至今为
市属企业。60年来，累计为国家生产
成品矿 2500余万吨，铜精矿 8000吨，
黄金 1100kg，白银 1800kg。利国的冶
铁业，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为
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
贡献，五六十年代是我国三大平炉矿
供给基地之一，曾一度实现年产铁矿
石 100万吨。

徐州铁矿集团有限公司现为市
属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在职职工
3300 人，资产 8.4 亿元，拥有 7 家独
立子公司，现已形成以采矿为主，勘
探、冶炼、化工、建材、机械加工和井
巷工程施工等多类产业并存的企业
集团。

2010 年徐州铁矿集团有限公司
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研发的课
题“基于全无线的矿山井下人员精确
定位系统研究与应用”在 2011年成功
获得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的成果鉴定。在过去的 2011年，徐州
铁矿集团有限公司各项生产技术指
标再创新高，其中铁原矿完成 75.18
万吨；成品矿完成 42.65万吨；生铁完
成 9.30万吨；球团完成 15.93万吨；销
售收入完成 11.16 亿元，实现利税
2.25亿元。

徐州铁矿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顾士亮

徐州铁矿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宋福昌

发展潜力优势：

徐州铁矿集团有限公司以“管理讲制度、办事讲原则、工作讲程序、共事讲协作、运行
讲效率”为管理理念，以“实质运作、规范管理”为基本原则，建立健全公司的管控体系。按
照“四个一流”标准，以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为核心，在全公司范围内推行“6S”管
理。通过创建科学发展示范矿山，使矿容矿貌和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发生根本变化。

集团公司本着树立“鼓励创业致富，摒弃嫉妒心理；弘扬锐意开拓创新，勇于探索进取
精神”。通过硬环境建设和软环境创建两方面共同建设，改变矿区生活环境差、保守陈旧
思想观念，实现和谐矿区建设目标。

硬环境建设：鼓励、引导职工进城安家置业，解决资源枯竭后企业后顾之忧问题，通过
进城居住环境改变，实现思想观念更新。徐州铁矿集团矿区改造，借助国家实施的国有工
矿区改造政策，通过改造实现矿区生活、工作环境的改变。

软环境创建：通过积极宣传，发挥工会、宣传舆论引导作用，弘扬通过创业改变生活质
量典范，创造良好干事业环境。加强人员培训，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政务公开，稳定职工队
伍，为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创造良好环境。

曾荣获江苏省安全整治“先进单位”、“安全生产先进
单位”、市“先进集体”、“十强大中型企业”等光荣称号；通
过了 ISO9000-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7年 3月获得
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并被中国产品质
量协会授予“中国 21315质量信用 3A 等级证书”。2011
年，徐州铁矿集团有限公司被授予全国冶金行业“十佳优
秀厂矿”称号。

企业荣誉：

1、优越的区域位置
公司位于素有“五省通衢”之称的徐州市北郊。徐州是江苏省重点规划建设的三大

都市圈核心城市，也是新欧亚大陆桥中国段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和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
市，是全国重要的交通、铁路枢纽，能源基地和工业基地。京沪、104国道从集团经过，距
徐州市政府在京杭运河上打造的亿吨港口 30公里，距连云港码头 220公里。
2、丰富的土地资源

铁矿由地上采矿转为地下采矿后，集团现有大量闲置土地 3000余亩，可以用来建
设大型铸造、球团等工业项目；同时拥有废弃露天坑口 10余座，能够满足选矿尾沙排放
的需要。从而为扩大生产规模提供土地资源保证。

3、优质的铁矿石资源
主产品铁精粉为品位高、有害元素微量、全自熔碱性精矿粉。其中：低 S（0.2%）、低

P（0.004%）是优质铸造生铁首选的优质原料；较高的 CaO含量（4.2%）可降低在烧结过
程中生石灰（CaO）的添加量，降低成本，同时提高烧结矿的含铁品位。因此可围绕矿业
向矿产品进行扩大延伸，发展精密铸件（球）等深加工项目，以提高矿业后续产品的技术
水平和竞争能力。

4、雄厚的人力与技术资源
集团从事矿石已有 60年开采、30多年选矿的历史，有着丰富的开采和加工经验

和成熟的技术，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300余人和熟练的操作员工，可以为扩大企业
生产规模提供人力与技术资源。

5、优良的市场资源
集团方圆 150公里以内，钢铁行业比较发达，年产钢量达 2000万吨，仅本地区就有

450M3高炉 11座和 1280M3高炉 2座，因此铁精粉和球团矿需求量较大，市场前景广
阔。

集团愿引凤筑巢，真诚欢迎海内外大型企业集团前来投资，共谋发展大业！

订单少、用工荒、原材料和人工
成本持续上涨……“经营困难”已然
成为描述我国东南沿海万千中小企
业当下处境的关键词。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到我国
经济重镇广东东莞、深圳等地实地采
访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形势。在各个工
业园，随处可见的大幅的“厂房出
租”、“常年招工”广告成为一道独特
的风景。

除上述常见的订单、用工等问题
外，多家接受采访的中小企业主向记
者反映较为强烈的还有税负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国
东南沿海一带，多方因素造成中小企
业利润剧降，“挣得不多缴得不少”现
象突出，企业主“税感强烈”，甚至“做
梦都盼着减税”。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的
多家中小企业主表示，在企业经营
环境和经营成本发生巨大变化的现
实面前，除企业自身积极转型提升
实力外，还希望国家加大企业减税
力度，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发
展。

专家指出，目前欧债危机持续发
酵，世界各大经济体增长放缓。在实
现“稳增长”和刺激内需拉动消费的
大背景下，如果不能切实降低中小企
业税负，未来几年将更加困难。因此，
加大中小企业减税力度，使中小企业
尽快从“严冬”走入“暖春”已是当务
之急。

中小企业的税费之累

“去年年初以来，我们厂原材料
价格上涨了 40%以上，人工成本上涨

了 15%以上。光这两项就使公司成本
大增，全年利润下降了 50%以上。”东
莞新欣服装厂的梁经理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介绍，“我们公司年销售额约
七八百万元，其中 50%以上产品销往
海外，因此受国外环境影响很大。”

梁经理向记者表示，在多方压力
下，他们企业的利润一再下降。“我们
除缴纳 17%的增值税和 25%的企业
所得税外，还需缴纳城市维护建设
税、地方教育发展税、土地税和房产
税等，这对我们本来就不高的利润来
说是严峻的挑战。”

姜元明是东莞一家小型玩具生
产企业的负责人，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姜元明向记者列举
了其工厂税费负担。
“前段时间，内地一家游乐厂想

让我们生产加工一批游乐玩具，需三
个多月才能完成。我算了一下账，不
算设备折旧，毛利润能有二三十万
元。可是再算上增值税、所得税以及
增值包括城建税、教育附加税、地方
教育附加税和水利建设基金等以及
各种行政费用，结果只能有一两万的
净利润。如果生产过程中有特殊情况
发生，说不定就要赔钱了。”姜元明无
奈地向记者表示，最后他只好推掉了
这笔送上门的生意。

刘宁是广东珠海一家物流公司
的副总经理，主要业务是国际物流。

他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这
几年他在国际物流业务上做得不错，
但却迟迟没有进入国内物流业务。究
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内物流业各项
税负太多，有 12种之多，而且重复征
税的现象颇为严重。“比如说仓储，重
复纳税比例有时甚至超过 50%，企业
承受不起”。

据悉，近年我国中小企业利润严
重下滑，尤其在珠三角地区的中小型
企业，由于不断上升的原材料和劳动

力成本以及国外经济形势不景气海
外订单萎缩而没有利润。
“现在经营成本上涨这么快，而

税负却这么沉重，差不多相当于一半
左右的利润缴了各种税费。产品的价
格竞争力是越来越差了。”姜元明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说，现在看来，基
本上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如果说
要有，或许减税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了。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姜元明

的观点与多家企业主的看法惊人一
致。

显然，减轻企业税负，特别是对
广大利润率越来越低的中小企业来
说，是最为急迫的呼吁。

2009年，网易论坛上一条“郑州
金水区众企业迫于国税局乱收企业
所得税纷纷倒闭破产”的消息引起网
民广泛关注：郑州市金水区诸多大小
公司均收到金水区国税局的书面通
知，要求每个企业不管 2008年盈利
与否，均要补交企业所得税。

2011年，天涯论坛一条“苛政猛
于虎：贵阳市云岩区地方税务局中北
税务所顶风作案！厉害！”帖子被吵得
沸沸扬扬。帖子称当地税务部门要求
当地公司缴纳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纳
税，逾期不缴将被处罚。一家企业负
责人感慨地说，在当前的税收政策
下，如果不偷漏税，恐怕很多公司早
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如果规规矩矩地
把所有的税负缴纳，那么一年下来，
就等于是白干！这个早已经不是什么
秘密。

有企业主表示，现在已到了不逃
税漏税就无法生存的地步。如果严格
按照纳税标准缴纳，连本都保不住，
哪还谈得上利润。
“面对严峻形势，我们公司想尽

办法，克服重重困难，企业才取得了
盈利并继续维持下去。如果没有利

润，持续下去，企业还能活多久？”上
述梁经理说。

减税已成当务之急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90%以
上的税收收入来自于企业法人。而中
小企业占去了企业总数的 99%，贡献
了中国 60%的 GDP、50%的税收和
80%的城镇就业。

此前，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财税体制如果不
改，倒闭或破产的企业会越来越多，
失业率会越来越高。

周天勇甚至断言称，“90%的企
业不偷税漏税可能会倒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
认为，我国的税基和税率都定得很
高。民营企业生存比较艰难，要是照
章纳税基本上没有利润。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我
国企业税费可谓名目繁多。除 17%
的增值税、25%的企业所得税外，还
有城建税、价格调节基金以及环卫
评估费、员工健康证费用等各种收
费和罚没，包括一些“隐性”收费，中
小企业的真实税负是个极其庞大的
数据。

财政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11
年全国税收总收入近 9万亿元，同比
增长 22.6%，税收占 GDP比重超过
19%。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
收入的比重为 18.7%。另外，我国
2000 年的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为
12.8%，此后逐年增加，2008年税收
收入比重超过 18%，2010年则超过
19%。

2011年 GDP约为 2000年 GDP
的 4.7倍，相比之下，2011年的税收
收入则是 2000年的 7倍。

许小年等经济学家分析称，我国
目前企业的税负较重，影响了企业的

生产积极性和活力。
日前，广东省政协委员马娅一

句：“税负这么重，老板都快活不下去
了！”再次将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推
到前台。

业内专家呼吁，在我国中小企业
尤其是出口加工企业困难重重的情
况下，政府给企业减税，既利于缓解
中小企业生存危机、提升利润空间，
又能吸纳就业，更好地促进消费，拉
动内需。

广东省政协委员黄小峰表示，在
如今的经济环境中，中小企业发展困
难，要实现 5%的利润都有难度，因此
政府要考虑如何给其减税增效。“否
则我们最活跃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在恶劣的经济条件下，很可能会退出
市场”。

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认为，民营
企业未来 10年仍处于一个比较艰难
的阶段。叶檀建议，在提高最低工资
标准的同时，政府也应该考虑给企业
减税，“要不然企业未来的发展会变
得非常艰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
研究员倪红日表示，从税收收入的
绝对量和增速上来看，确实增长较
快。应当进行结构性减税，目前中国
的税制结构需要进行调整和不断完
善，在一些税种上减税，而涉及资源
和环境等方面的税种则需要适当增
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
为，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间接
税应成为减税目标。整个税制改革应
当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如何更好地制
定和遵守法律，行政机关应当转变执
法理念，而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博
弈非常重要。他认为应当将税收的有
关条例尽快上升到法律，虽然目前全
国人大在做这项工作，但进展步伐缓
慢。

本报记者 陈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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