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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菏泽市中支

落落实实减减税税降降费费政政策策 服服务务小小微微企企业业

为切实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脱贫攻坚、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和“完善金融服务、
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讲话
精神，加强消费者金融知识
宣传教育，提升金融消费者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责任承
担意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菏泽市分行于6月在全辖范
围内开展“普及金融知识，
守住‘钱袋子’”活动宣传活
动。

立足厅堂，打造良好宣
传氛围。充分利用电视机、
LED屏、海报等多种形式加
强宣传。同时，在大厅内设置
专业宣传员，面向客户进行
金融防范知识宣传。

走进农村，关爱低净值
群体。农村群体为低净值人

群，获取金融知识的渠道相
对匮乏，容易成为金融诈骗
的受害者或卷入非法集资活
动。该行曹县支行在炎炎夏
日下深入田间地头，为村民
讲解金融知识。

融入校园，普及金融知
识。菏泽市分行鄄城县支行
深入当地小学，通过游戏和
宣讲相结合的形式向青少年
讲解假币识别、防范电信诈
骗、远离非法集资、远离校园
不良网络借贷。

邮储银行菏泽市分行将
把“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
袋子’”活动作为服务民生、
联系群众、展现党的十九大
以来银行业改进服务有关成
效的重要载体，以公益性为
导向，做实做细。

(通讯员 邰厚博 付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菏泽市分行

开开展展““普普及及金金融融知知识识
守守住住‘‘钱钱袋袋子子’’””活活动动

菏泽市建立“六个一”工作机制

推推进进““民民营营和和小小微微企企业业首首贷贷培培植植行行动动””
为扎实推进“民营和小微

企业首贷培植行动”，人民银行
菏泽市中心支行联合市财政、
地方金融监管、工信、自然资源
和规划、商务、银保监分局等部
门建立“六个一”工作机制，从
制定工作方案、强化协调合作、
加强政策宣传、加大工作交流
等方面持续推进“民营和小微
企业首贷培植行动”。

一是制定一个方案，七部门
联合制定印发《菏泽市“民营和
小微企业首贷培植行动”工作方
案》。二是签订一个合作备忘录，
就加强协调合作达成共识并签
订协议。三是建立一个企业库，
层层筛选“首贷培植企业名单”。
四是制作一个二维码，宣传金
融、财税政策等。五是印发一份
明白纸，帮助企业及时掌握各项

融资知识。六是创建一个工作交
流专栏，对我市金融支持民营和
小微企业特色做法进行刊登。
2019年1-5月，全市累计确定首
贷培植企业467家，融资需求
10 . 75亿元，其中：371家企业完
成首贷培植计划，累计获得贷款
10 . 11亿元，94家企业仍在培植
中，活动取得初步成效。

(通讯员 田婷婷)

高度重视
积极推动开展退库工作

菏泽市中心支库联合财
政、税务部门召开小微企业普
惠性税收减免政策落实推进
会，积极推动小微企业普惠性
税收减免政策落地生根。

一是成立减税降费工作小
组，建立减税降费工作专班负
责制。二是开展小微企业“普惠
性税收减免政策服务月”活动，
通过组织召开小微企业减税降
费宣讲会，使企业对政策有充
分了解和全面把握。通过国
库、税务部门之间联动协作，
为小微企业提供高质量快速
退税服务。三是集中学习并传
达《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
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文件精
神，讨论制定了实施细则，并
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做好小微
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退税
工作。

优化退库流程
变被动处理为主动服务

菏泽市中心支库充分发挥
主动性，通过将纳税人退税
(费)信息国库审核工作前置，
延长服务条线，使普惠性税收
减免政策退税流程得到进一步
优化。

即税务部门对退税(费)信
息与和纳税人核对的同时，国
库部门进行事前审核，将串行
的业务流程改为并行。同时，国
库部门延长服务条线，对经办
的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退税业
务，进行后续跟踪，确保退税业
务彻底完成。通过优化流程、提
升服务，实现普惠性税收减免
政策退税业务从发起到办结2
个工作日内完成。

开通绿色通道
做好特事特办

打造绿色通道，在确保国
库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
度简化国库业务流程，优化国
库服务。

一是实施专人负责制，持
续跟踪处理结果。二是将普惠
性税收减免政策退税业务实施
最高优先级，做到随到随办。三
是实施处理结果快速反馈机
制。处理成功的信息由次日反
馈变为当天即时反馈至税务部
门，再由税务部门第一时间提
醒纳税人查收退税资金。对处
理失败的业务与商业银行核
实，并即时反馈至税务部门进
行修正。期间，曹县支库通过快
速反馈机制成功处置5笔账户
有误的退税信息，得到纳税人
充分认可。

打通业务条线堵点
承诺限时办结

对于退税过程中遇到的
堵点，该行通过快速协商机制
共同商议制定解决方案并立
即实施。对超出各环节办结时
间节点未继续流转的应查明
堵点原因，并将处理结果予以
告知。

巨野县支库在办理巨野
县玉湖铁丝加工厂申请退还
的多缴“1010436私营企业所
得税”，税款所属期间为2013
年10月至2013年12月，入库日
期为2014年1月20日，时间跨
度较长，巨野县支库在确保退
库资料完整准确的情况下，立
即予以办理退库。确保在承诺
时限内完成退库，使纳税人以
最快时间享受减税降费政策
红利。

将国家减税降费
政策落地生根

自5月15日开展小微企业
“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服务月”
以来，全辖各级国库共完成小
微企业普惠性政策退库1385
笔，合计金额88 . 51万元，共惠
及辖内小微企业755家。其中主
要涉及税种为地方“六税两
费”，共完成退库1356笔，合计
金额71 . 9万元，分别占小微企
业普惠性政策退库笔数和金额
的97 . 9%、81 . 23%。

涉及退税金额普遍较小,其
中，单笔退税金额小于50元的
合计775笔，占退税合计笔数的
55 . 96%；单笔退税金额在50-
100元之间的合计262笔，占退税
合计笔数的18 . 92%；单笔退税
金额在100-500元的合计230笔，
占退税合计笔数的16 .6%；单笔
退税金额大于500元的仅118笔，
占退税合计笔数的8 .5%。

提升国库服务水平

通过推进普惠性税收减免
政策落实，人民银行国库转变
服务观念，积极作为，由被动处
理变主动服务，提高了国库部
门金融服务窗口影响力，进一
步树立了国库良好的对外服务
形象。

通过实施事前审核及限时
办结制度，保证在接收到税务
部门资料信息后，每笔业务办
理时间控制在8分钟以内，大大
提高了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退
税效率。跟踪处理结果并快速
处置10余起因账号等原因的退
库退回业务，及时反馈至税务
部门对信息进行更正，确保再
次处理成功，提高退税效率。

(通讯员 吴庆民 周超)

今年以来，农行菏泽分
行依托微捷贷、简式贷等产
品，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以优质目标客户为重点，多
方式、多渠道营销，有效提升

微捷贷有贷客户转化率，截
至5月末，微捷贷有贷客户较
年初增加19户，有贷客户转
化率较年初上升7个百分点。

(通讯员 赵西彪)

农行菏泽分行

加加快快鲁鲁担担惠惠农农贷贷产产品品推推广广

为积极响应“普及金融
知识，守住钱袋子”宣传号
召，广撒金融知识，收获和谐
农村金融体系，进一步在广
大农村地区推动金融知识普
及，莱商银行菏泽定陶支行
经过精心策划和积极筹备举
行了一次宣传活动。

该行抽调多名业务骨
干、知识能手组成本次活动
的宣传小组，将金融IC卡用
卡安全知识、金融小常识、反
假货币知识等作为宣传内
容，深入农村，播放宣传片，
发放宣传折页，对农村居民
提出问题给予一一解答，切
实将金融知识送到老百姓身
边。

我行员工在提供金融服
务的同时，围绕安全用卡、如
何使用自助设备、防范诈骗
等方面对其进行金融知识宣
传普及。同时，悬挂“普及金
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防
范金融风险，共建和谐金
融”宣传标语，向农村居民
散发“普及金融知识，守住
钱袋子”、“金融知识普及
月”宣传资料；并同时宣传
正规借贷服务，远离违法违
规借贷侵害；维护个人信息
安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
对于此次宣传活动居民纷纷
称赞讲解贴进生活、接地气、
解疑惑。

(通讯员 刘玉琪)

莱商银行菏泽定陶支行

普普及及金金融融知知识识
提提高高公公众众防防范范能能力力

今年二季度以来，农行
菏泽分行加强与省农担沟通
对接，提供办公场所和人员
支持，加快鲁担惠农贷产品
营销，支持种植大户、合作社

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截至
6月20日，鲁担惠农贷余额
750万元，较年初增加440万
元，增幅141%。

(通讯员 赵西彪)

农行菏泽分行

着着力力做做好好小小微微企企业业金金融融服服务务

为贯彻落实《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
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要求，菏泽市中心支
库联合税务部门快速开展普惠性税退税工
作。

据悉，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涉及税种主
要为“六税两费”，涉及户数多、金额小、流程
长、及时办理存在一定困难的情况。按照往
常的退税流程，纳税人需主动申请退税，由
于小微企业会计制度不健全、涉及退库金额
较小、退税流程长，小微企业普遍选择放弃
退税。菏泽市中心支库抓住政策机遇，联合
税务部门将国家减税降费好政策用好用活，
最大程度的简化退税流程，缩短退税时间，
提高了服务质量，真正做到让小微企业对减
税降费政策应享尽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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