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以来的国内经济回升乏
力，尤其是实体经济在“外需不振、内

需不强”的内外挤压下，发展态势明

显落后于前几年。这个局面的造成，

一定程度上带有不可逆转性。一方

面,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已进入大幅上
涨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企业原辅

材料成本、物流成本、燃料动力成本

等各种上升的成本，使利润空间受挤

压，如此反复，出现了企业亏损面扩

大、亏损额上升，不少企业进入难以

为继的境地。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大结

构性减税力度，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的数量占我国企业总数的

比重超过 95%，上缴税收占总额的
50%以上，GDP占全国总数的 60%以
上，提供了 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
位，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 80%以上
在中小企业实现了再就业，还安置了

1亿—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此
可见，中小企业在繁荣经济、增加就

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

加大“结构性减税”正逢其时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晏平：

以补贴的方式促进商用车减排

目前虽然商用车数量只是乘用

车的三分之一，但是单车排气量和车

行驶里程都比乘用车大得多，其总体

废气排放量占比很高，据此，针对商

用车的排放法规和政策，应该作为机

动车排放控制的工作重点。 商用

车国郁法规将在 2013年 7月 1日正
式实施，从国芋到国郁，据测算中型
车成本将增加 20000—30000元，重
型卡车成本将增加 30000—40000

元，车辆越大越重，需要增加的成本

越高。发动机厂和整车厂都面临着巨

大的成本压力，无法承担增加的成

本。增加的成本如果全部由用户承

担，最终会转嫁到运费上涨，会带动

物价水平上涨。因此，如果国家能够

给予国郁中重型商用车(具体为 N2、
N3类别)予以补贴，应该可以解决这
个问题。也就是以鼓励的方式拉动技

术和行业进步实现节能减排。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潘桂妹:

出台成品油优质优价或减税政策

现行成品油价格机制存在调价

周期过长、调价不及时、调价幅度不

到位等问题，建议尽快出台成品油

定价新机制，并同时出台成品油优

质优价或优质减税政策。首先应缩

短计价周期，实现调价常态化，及时

反映国际油价变化。这样可以避免

价格陡升陡降，有利于合理引导消

费 ;其次，应尽快出台成品油优质优
价或优质减税政策。国务院已经明

确了成品油质量进一步升级的“时

间表”。为减轻炼油企业在质量升级

上的成本压力，建议国家实行成品

油新质量标准与优质优价或优质减

税政策同步执行。最后，应加强成品

油税收监管和市场监管，将汽柴油

消费税征收由出厂环节转移到销售

环节。同时，完善行业和市场准入规

则，严厉打击走私、销售非标油品、

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校长荣兰祥:

免除职业培训学校税收

由于各类职业培训学校，特别

是民办职业培训学校，与生产企业

一样纳税，失去了搞好专业建设和

搞好校舍、教学设施设备、师资力量

等基础建设的能力，无力保证培训

质量。当前，我国的职业培训不同于

普通教育，它注重于培养劳动者的

动手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需要花

巨资配备实习设施设备。即使培养

一名合格的初级技术工人，没有

7000—8000 元的培训费用，是培养
不出来的。而接受职业培训者绝大

多数是城镇新增劳动力、下岗职工

等国家始终关注的弱势群体。国家

应从促进就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大局出发，由财

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发改委研究，尽快制定实施职业

培训学校免税收的实施办法，报请

国务院批准后实行。

全国人大代表、用友软件董事长王文京:

应更到位地降低企业税费

中小企业在全球都是解决就业

的主要企业类群，我国 80%以上的就
业岗位由中小企业创造。保持中小企

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是发展经济，促进

就业，扩大内需，社会稳定的重要方

面。目前不少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

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面对很多困

难，包括收入增长乏力、人力等成本

大幅上升、综合税费负担重，融资困

难，利润下滑，经营压力很大。要解决

这些问题，首先要靠企业自身努力，

包括企业的转型升级，但有两个方面

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一个是减

轻税费负担，一个是解决融资难。金

融危机后各级政府在这两个方面都

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还需要继续推

进。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应以创

造就业为主要社会功能，税费负担应

该更轻一些，建议继续到位地减低或

免除一些税和费，以鼓励更多的人创

办企业，鼓励更多已办企业把企业继

续办下去、办好。

零售业的宏观税负持续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而在第三产业中，零售

业的宏观税负、边际税负也居前列。

国家应当适当调低增值税，通过加

快税制改革的方式，促进零售业良

性健康发展。建议国家借鉴欧盟改

革现行增值税法律规定，允许一些

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涉及民生的服务

业实行较低的增值税税率，以减轻

消费者负担，改善企业发展的经济

环境，促进零售业的发展，将与人们

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零售业增值税

税率由 17%减为 11%。加快税制改
革，对已在上海试点的营业税改增

值税税制改革进行扩围，覆盖到与

零售业密切相关的房屋租赁业、物

业服务、建筑业等行业，从而惠及零

售业。税制改革不应该限定于定额

减免这样一种事后利益的减免，建

议多采取国外普遍推行的加速折

旧、投资抵免、加大费用列支等减少

税基的事前利益上的优惠。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

零售业宏观税负高于全国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董事长严琦：

“营改增”应将餐饮业单列

我国对餐饮业征收多种税：如

流转环节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和教育费附加；餐饮企业取得的

经营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另外，

餐饮企业签订合同、设置账簿，要

缴纳印花税等等。同时，我国服务

行业税率一般在 3%，而餐饮业定
为 5% 。在行业整体利润下滑、成
本费用不断抬升的情形下，应当将

餐饮业营业税由现行的 5%下调至

3%。同时，对餐饮业中的早餐这
种微利、服务民生类的项目给予免

税。同时，要高度重视餐饮业“营

改增”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建议国

家要高度重视抵扣链条不完善的问

题，在“营改增”中应将餐饮业单

独列出来，考虑设定一个平均抵扣

率，或者将餐饮业作为小规模纳税

人采取简易征收的方式对待，以降

低餐饮业税负成本。

全国人大代表、茂名石化总经理余夕志：

减免消费税鼓励炼油企业质量升级
现行价格机制基本体现了国际

油价和国内供求关系的变化，但在

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调价周期过长、

调价不及时、调价幅度不到位等问

题。价格长期不到位，国有石油企业

为保障市场稳定供应，长期承担着

巨额政策性亏损；调价期过长，市场

调价预期显性化，屡屡引发价格上

调前囤积、价格下调前抛售的现象；

社会公众对价格机制产生错误认

识，政府公信力受损；国家对价格从

紧调控，扭曲了价格信号，不利于合

理引导消费。尽快完善成品油价格

机制并严格执行，缩短计价周期，取

消油价变动 4%调价限制条件。同
时，国家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执

行优质优价政策的基础上，同步执

行成品油新质量标准与优质优价或

优质减税政策，质量高于国家标准

的，减免消费税，以鼓励炼油企业质

量升级；将汽柴油消费税征收由出

厂环节转移到销售环节。

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

增值税高推高产品国内售价
坦白地讲，联想的部分电子产

品国内价格比国外卖得高。为什么

呢？国内有 17%增值税，企业卖
10000 元的电脑，只能拿到 8300
元，剩下的 1700元是交给国家的增
值税，而这个产品在国外卖 10000
元，企业可以净拿到 10000元。建
议尽快调整税率，减免部分企业税

收，创造良好消费环境。这几年提

了很多提案，希望降关税，降增值

税，市场越大产品卖得越多，价格

应该越低，大众消费品国内价格比

国外贵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可以把

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门类，

选择几个主流的，国内外品牌都可

以，将同一产品在国内外的价格拿

出来比一比，我们不要只看 CPI，
只看年比年的增长，这样没有看到

绝对值。有关部门不能只等着政协

委员来提提案，或者让老百姓来抱

怨，而应该主动去分析，去刨根问

底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制造的

产品，国内却比国外卖得要贵。政

府该解决问题而非解释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财政部部长谢旭人：

今年将重点推进“营改增”扩大试点工作
我国将继续推进税收制度改

革，今年将重点推进营业税改增值

税扩大试点工作。“营改增”试点

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也取得了预期

改革的目标，比较明显地降低了企

业税收负担，不仅是参加试点的三

产服务业企业降低了税负，制造

业、纳税人也普遍降低了税负，试

点企业总的税负降低面在 怨园豫以
上，对小微企业来说，基本上全部

降税了。上海去年下半年推进这项

改革以后，新登记注册的服务业企

业一下子猛增了不少。今年国家明

确要在总结去年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继续扩大改革试点的范围，并

研究如何在全国铺开对交通运输业

和其他一些现代服务业推进税制改

革的方案。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

税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支持

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清

理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项

目，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减轻企

业负担。

全国人大代表、志高空调董事长李兴浩：

以税收返还补助企业研发投入
现在个个都要减税，但这能解

决企业生存的最根本问题吗？企业

减税后还不是要面对竞争的环境？

企业只有自身建设好、在竞争中胜

出，才能最终生存。你减税了，别

的企业也减税了，竞争还在。如果

企业减税，必定影响国家财政收

入，令本来捉襟见肘的财政支出更

困难，不利于公共服务，最终导致

人民群众利益受损。同时也并不是

所有企业都希望政府减税。减税不

是支持企业生存的最根本途径，国

家不应该给企业减税，国家只有财

政收入提高了，大力发展基础设施

建设和公共服务，才能为企业的生

存发展提供更实际、更有效的保

护。同时，关于企业研发投入不足

的问题以及不少企业需要面对科技

投入资金压力大、投入回报周期长

等问题，未来要创新税收利益分配

机制，探索建立以税收返还补助企

业研发投入的政策机制，鼓励企业

持续加大投入，推动研发投入总量

快速攀升。

全国人大代表、兖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信：

进一步清理涉煤不合理收费

这些年，我国煤炭税费负担沉

重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煤炭税费

项目多，税费重复征收问题突出。

其中，资源税、资源补偿费等多个

项目均属于资源性同类型收 （税）

费，仅仅是由于分属于不同部门管

理，而难以合并，政出多门、重复

征收，导致煤炭税费负担越来越沉

重。再有就是煤炭增值税税负重 ,
煤炭企业实际增值税率仅低于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和烟草业。此外 ,

多数产煤省征收价格调整基金，在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

压力。因此我建议，落实国办发

〔2012〕 57 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清
理不合理收费，清理取消由省级以

下地方政府设立的价格调整基金。

同时，研究制定煤炭税费整体改革

方案，合理确定煤炭税费总体水

平，清理不合理收费项目，朝着税

费合一的改革方向，切实减轻煤炭

企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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