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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本报记者 丁明豪 特约记者 张琳娜

营改增新政八月启动
小微广告代理公司面临出局

“在新的政策中，除对于融资租

赁业务外，对于广告业等现代服务业

不再实行差额征收，这一点对于小规

模纳税人的税负影响非常大，小规模

纳税人要根据国家政策的调整，调整

经营模式，特别是对于此前已经签订

的合同，如果没有考虑到相关税负成

本的，现在要考虑进去。”日前，北京

市国税局工作人员在对相关企业进

行营改增新政辅导时，做上述表示。

根据财税 [2013]37 号《关于在全
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

知》，从今年 愿 月 员日起，将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和此前上

海、北京等地营改增试点时的税收政

策相比，营改增新政总结了试点中出

现的问题，总体税收设计规避了原来

的不足之处，更加科学和合理。

取消差额征收
小微广告公司优势变劣势

北京市国税局工作人员所说差

额征收，是广告业中一直实行的一项

税收制度。简单地理解，就是对一家

广告公司而言，可以用他开给客户的

发票额减除其他广告公司开给他的

发票额之后，对差额进行征税。在上

海、北京实行营改增试点的过程中，

对于广告业中的小规模纳税人依然

实行这项政策。

取消差额缴税是本次政策中最

主要的调整之一，对广告业小规模纳

税人的影响也最为巨大，一些小型广

告公司可能会经营不下去。北京某会

计事务所资深会计师李向晶这样评

价营改增新政对于广告业的影响。

她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

一家小型广告公司代理了一笔 100
万的广告发布业务，其支付给广告发

布单位的发布费是 90万，按北京试
点时的差额征收政策，粗略计算应当

只有不到 3000元的税；而新政取消
差额征收后，那就要按将近 100万的
3%缴税，差不多有 3万元，成本增加
非常大。

她介绍说，在此前的试点中小型

广告公司比一般纳税人型广告公司更

有成本优势。因为如果和其合作的广

告发布单位是一般纳税人，其就会拿

到税率为 6%的广告业发票，而其开给

广告主的代开发票的税率只有 3%的，
那么除去额度差异，小规模纳税人缴

纳的税率实际为-3%。她认为取消差
额征税也是为了规避此前的漏洞。

扬子广告财务总监周生表示，在

广告代理业务中，很少会有 10%的利
润空间，比如中央电视台的广告代理

业务由于价格透明，一般广告公司只

能赚到 2%—3%的代理费，取消差额
征收后，这些小型代理公司连成本都

赚不出来。

广告主受益明显
倾向与大型广告公司合作

广告业营改增在全国试点后，受

益最明显的是那些有着巨额广告投

放的广告主单位。李向晶说，粗略计

算，每投入 100万的广告费用，广告
主单位就可以节约大约 6万的成本。

周生表示，很多大广告主在北京

营改增试点后，就敏感地注意到这项

政策对其带来的好处。比如，海尔公

司去年底就扬子广告发来了征询函，

询问其公司能否开具 6%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如果能就继续合作。言外之

意，如果不能，可能就会不再合作。

以目前在中央电视台投放广告

比较多的酒企和乳品企业、电子企业

进行比较，这些企业的年广告投入都

超过亿元，以这样的额度计算其节约

的广告费用都在几百万，甚至是千万

元以上。但是对不能对进项税进行扣

减的小规模纳税人而言，则无法在这

项政策中受益，也就意味着小微企业

又一次失利。

据中国广告协会提供的数据，

2012 年中国广告业营业收入突破
4000亿元。扣除广告业因实行代理制
有大量重复计算以及小规模广告公

司只能提供 3%增值税发票等因素，
对实际广告额减半计算，2000亿元的
广告额，在全国试点营改增后，全国

广告主单位共可节约广告费 120 亿
元。

上述北京市国税局工作人员表

示，随着取消广告业差额征税政策以

及广告主单位希望拿到税率相对更

高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小规模广告公

司应当调整经营策略，向一般纳税人

方向发展。这与 2012年 6月国家工
商总局印发的《广告产业发展“十二

五”规划》不谋而合，该规划中就提出

广告业要提高专业化、集约化、国际

化水平。

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豪华汽车品牌，皇冠在中国消

费者心目中有着独特的地位。80年代的企业家梦想拥有皇
冠，成长起来的 80后社会精英憧憬皇冠。为了给更多喜爱皇
冠的消费者提供直抒真情的平台，让大家共同分享皇冠汽车

带来的驾乘乐趣和品质生活，6月—8月，一汽丰田特推出“我
的皇冠情结”网络征选活动及“皇冠品质，挚友同享”好友介绍

活动，以回馈消费者一直以来对皇冠品牌的信赖与支持。

6月 5日，主题为“中国梦·中国车”的大型中国品牌汽车
全国巡展活动在北京起航。本次活动主旨在于大力弘扬中国

汽车品牌，进一步宣传、展示中国汽车工业的光辉成就，让社

会各界更深入地了解、认识中国汽车品牌。活动由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主办，各巡展城市人民政府及城市汽车行业协会协办。

从 6月至 8月，历时 3个月，江苏连云港成为本次巡展的第一
站，巡展将在组委会精心甄选的最适合中国品牌汽车销售的

连云港、马鞍山、芜湖、合肥、洛阳、新乡、鹤壁、济宁、潍坊和莱

州 10座城市举行。

6月 26日，黑龙江省召开 2012年度优秀企业和优秀企
业家表彰大会，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到会并讲话。本次评选活动

由黑龙江省企业联合会、黑龙江省企业家协会和黑龙江省工

业经济联合会主办。通过企业申报、市地行业推荐、实地考察、

评审委员会审定和媒体公示，最终确定对 40户优秀企业、60
名优秀企业家予以表彰。 （王富国 王效谦）

海南省澄迈县每年重点打造的大型文化体育招商活

动———龙水节不久前落幕。澄迈县共推出 38个招商项目，其
中签约 32个，计划总投资额约 571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50%。
龙水节刚结束，澄迈县又马不停蹄地随海南省副省长李国梁

带队的海南经贸代表团赴长三角招商，成功签约项目 5个，加
上一个落户项目，签约金额达 34亿元。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
介绍，2013年该县确定重点建设项目 119个，今年项目建设
总的目标任务是实现全年 GDP 200亿元以上、全社会固定资
产 230亿元以上，确保实现经济增长全省“四连冠”。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华中医药学会、

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等单位数十位国内外神经系统领域权

威专家与媒体共同倡议成立的“全国三叉神经痛防治公益服

务平台”日前在北京启动。平台将通过全国三叉神经痛防治公

益服务热线：4006632120和全国三叉神经痛防治公益服务网
http://www.4006632120.com 两种服务平台，对全国三叉神经痛
患者提供服务。目前，北京嘉泽东博三叉神经医学研究院、山

东潍坊彭胜三叉神经医院被定为“全国三叉神经痛防治公益

服务平台定点医院”。

“中国梦·中国车”全国巡展起航

黑龙江省召开优秀企业和企业家表彰大会

澄迈龙水节签约金额达 600亿元

全国三叉神经痛防治公益服务平台启动

日前，NEC2013创新解决方案展在沪开幕。展会以“智慧城
市·近在咫尺———C&C融合创新·共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全方
位展现了 NEC在构筑智慧城市过程中，在城市管理、企业运营、
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解决方案以及服务于智慧城市构筑的下一

代 C&C技术。开幕式上,NEC全球总裁远藤信博发表了题为“为
实现对人与地球友爱的信息社会———大数据创造新价值”的主

题演讲。NEC是较早倡导智慧城市建设的企业之一，拥有下到
海底光缆、海底地震仪，上到卫星宇宙开发的全方位业务经验。

NEC2013创新展再掀智慧城市热潮

一汽丰田推出“皇冠情结”网络征选

遗失声明

泰州市方圆建设劳务有限公司遗失交通银行北京右

安门支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000047863901，账

号：110060902018010007587，法人代表：曹秋萍，声明作废。

泰州市方圆建设劳务有限公司

2013年 7月 9日

声明

张萌、毛琪、王超、于征、李新、王雪、韩红军、谭建华、

秦振兴从 2013年 7月 1日至今无故未来公司上班，严重

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根据公司考勤制度第 10条第 5

项：一个月内累积矿工二日或一年内累积矿工六日者，解

除劳动合同之规定。属自动解除劳动合同。

北京市瀚洋聚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7月 9日

7月 5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
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提出了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

十条措施，简称为“金十条”，被外界

普遍视为“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一

次具体落实。今年年初以来，“用好增

量、盘活存量”一直被解读为“克强经

济学”的核心所在。

7月 5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吹风
会上，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向记者

解释了“金十条”出台的初衷，并详解

了盘活存量的十大措施。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但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金融运行总

体是稳健的，但资金分布不合理问题

仍然存在，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的要求不相适应。”杨家才表示。

进入 6 月下旬以来，中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利率飙升，资金周转面临临

时性饥渴的“中国式钱荒”让世界为

之诧然。有人把这场“钱荒”解释为中

国央行和商业性银行之间的一次掰

手腕较量，根本原因是资金空转现象

严重，有资金渴求的实体经济得不到

金融的服务。

“金十条”的发布，“就是为了更

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的支持作用，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金融政策、财

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优化

社会融资结构，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

杨家才称，“盘活存量”主要有十

大措施：一是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

的引导作用，通过再贴现、再贷款和

差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动态调整机制

进行引导。二是创新外汇储备的应

用，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和商业银

行转贷款渠道。三是探索发行企业优

先股。四是定向开展重组企业的并购

贷款，并且适当延长并购贷款期限。

五是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六是扩

大不良贷款的自主处置权，让银行可

以把存量的不良贷款用拨备核销掉

或者卖出去。七是逐步推进资产证券

化、常规化发展，特别是把一些收益

率比较稳定、期限比较长的优质贷款

证券化，把存量变成新的增量。八是

拓宽保险资金的应用化。九是引导银

行理财产品对接实体经济，让银行理

财成为债权融资、直接融资的重要工

具。十是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让民间资本焕发青春。

对于“用好增量”，杨家才引用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表示，主要是强

调增量的重点投向，具体包括八大重

点领域：一是用于支柱产业，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技术，传统产

业的升级改造、绿色生态等。二是用

于过剩行业中有竞争力、有市场、有

效益的这些企业和产品。三是用于小

微企业，大家都比较熟悉了，科技性、

创新性或者创业性的小微企业。四是

用于现代化产业和农村新型金融主

体。五是居民消费。六是国际化发展

的优势企业，我们有一批企业从产能

的角度来看，不仅要看本国本土，还

要看全球布局。七是重点在建续建工

程和项目。八是重大基础设施，一些

大型的基础设施改造，保障性安居工

程。

通过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明确增

量的投向，另一个是盘活现有的存

量，使存量通过调整变成需要的增

量，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银监会主导起草了这份文件，

虽然过程不长，但政策基础扎实，论

证充分，既征求了一行三会和 13个
部委的意见，也结合了地方政府、实

体企业的意见，还参考了部分专家学

者的意见，所以在 6月 19日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上顺利通过。”杨家才说。

《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在每

条指导意见的后面，都详细地列明了

哪个部门牵头此事，哪些部门参与完

成任务，整个“金十条”共涉及国务院

18个部门。“在每一项意见后面注明
办理部门，据我了解还是首次。”杨家

才表示。

大政

“金十条”纠偏 金融业加速回归实体经济
本报记者 王敏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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