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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省省餐餐饮饮业业收收获获““舌舌尖尖上上的的红红利利””
一酒店营改增后税负从5%降到了2016年的2 . 6%

齐鲁产经

本报济南11月23日讯(见习
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许校
嘉 郭勇) 营改增试点一年多
来，山东省餐饮企业尽享改革红
利。截至2017年9月，全省共有餐饮
业营改增试点纳税人15 . 65万户，
较试点初期增长3 . 21万户，增幅
达到了25 . 80%，有力促进了我省
餐饮业平稳健康发展。

“营改增以来，酒店的税负
从营改增之前的5%下降到了
2016年的2 . 6%，今年前4个月，实
际税负率大概在0 . 86%。营改增

的实施，让酒店赢得了更大的
利润空间。”山东舜和商务酒店
财务总监李薇介绍说。

和大酒店相比，小餐馆减
税更明显。“国家推出小微优惠
政策，3万元以下免征，即便哪
个月营业额超过3万，我也可以
每年扣减8000块钱的税款，这
样一算，3年之内我几乎不会有
什么负担。”肥城市大户人家饭
店老板张杰说，对大企业来说，
这点税收优惠不算什么，但是
对创业初期的自己来说，这却

能节省一笔不小的开支。
齐鲁晚报记者从权威部门

获悉，截至2017年9月，全省共
有餐饮业营改增试点纳税人
1 5 . 6 5万户，较试点初期增长
3 . 21万户，增幅达到了25 . 80%，
有力促进了山东省餐饮业平稳
健康发展。

据了解，餐饮业纳入全面
营改增试点范围后，由原来的
适用营业税税率5%，调整为一
般纳税人税率为6%，小规模纳
税人适用综合征收率3%。对于

餐饮业一般纳税人来说，税率
虽然升高了，但是营改增由价
内税调整为价外税，税基下降
了5 . 67%；适用税率为6%，而其
原材料、水电、房租、机器设备
等进项税率为17%、13%、11%，
高税率抵扣、低税率征收是餐
饮业税负下降的根本原因。

“营改增减税在产业链上
是层层传递的，惠及整个国民
经济。”山东财经大学教授潘明
星认为，下游企业更愿意和能
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

合作，这就倒逼着企业主动转
型“升级”，比如个体工商户转
为小规模企业，小规模企业想
转为一般纳税人，这对经济发
展和规范经营大有裨益。

“营改增对于推动服务业
的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推进供给侧改革都有很现
实的意义。它打通了生产服务
整个链条，尤其是对我们山东
这种需要加速发展加快转型的
省份来讲，意义就更深远。”山
东省国税局局长薛建英说。

本报济南11月23日讯(见
习记者 王瑞超) “信息传
输”代替“人员跑腿”的“无纸
化办税”新时代到来。日前，
济南善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付先生在济南市
市中国税局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完成了一笔跨区域涉税事
项报告的无纸化办理，“以后
再也不用拿着一兜资料往国
税局跑了!”

据了解，“无纸化办税”
是纳税人在办理各项涉税
业务时，只报送电子文档，
通过加盖税务部门认可的

税务电子签章，使电子资
料具有与纸质资料同等的
法律效力，从而减少和取
消了纳税人涉税纸质资料
的报送。

“推行无纸化办税是加
快推进‘放管服’改革，最大
限度实现放管结合和优化服
务的新举措。”济南市市中区
国税局局长汤业光表示，今
后将对进行税收业务无纸化
办理的纳税人予以协助、指
导，确保纳税人会用、想用、
能用，打通纳税服务的“最后
一环节”。

““信信息息传传输输””代代替替““人人员员跑跑腿腿””
济南市中区国税推无纸化办税

本报济南11月23日讯(见
习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孔进 严文达 李易恒)
日前，山东省财政厅制订出
台《山东省会计师事务所和
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办
法》(以下简称《综合评价办
法》)，主要包括五类指标：业
务收入指标、注册会计师或
资产评估师人数指标、综合
评价质量指标、党群工作指
标、处罚惩戒指标;依据综合
评价排名进行奖励。

目前山东省执业机构无
序竞争、执业质量下降等问
题非常突出，急需借鉴中注
协和其他省份的成功做法，

建立山东省事务所和评估机
构综合评价制度，规范行业
执业行为，加强行业监督管
理。因此，省财政厅出台了

《综合评价办法》，对事务所
和评估机构进行综合评价排
名，并将综合评价结果向社
会公布。

依据综合评价排名，对
首次进入前20名、50名的会
计师事务所，分别给予30万
元、20万元奖励；对首次进入
前20名、50名的资产评估机
构，分别给予15万元、10万元
奖励。目前，材料收集工作已
结束，现正对相关材料进行
整理，预计11月底前结束。

山山东东将将综综合合评评价价会会计计所所
和和资资产产评评估估机机构构

本报济南11月23日讯
日前，欧洲葡萄酒巨头法国
卡思黛乐集团在上海举办

“卡思黛乐酒庄酒60周年庆
典尊享晚宴”，分享其投身酒
庄酒事业60周年的成功“秘
诀”，并针对中国市场推出量
身定制、全新升级的酒庄酒
产品：“迷你五重奏”2 . 0。

1957年，集团创始人之一
安杰尔·卡思黛乐主持了对歌
兰酒庄的收购，卡思黛乐集团
自此投身于酒庄酒事业。60年
后的今天，卡思黛乐已经在法
国4大产区的11个AOC产区
里，拥有了20家酒庄。

这些酒庄如同一颗颗瑰
宝：拥有700多年历史的雅新

斯酒庄是波尔多乃至法国现
存历史最为悠久的酒庄之
一；跻身1855年列级名庄的
佰师桅龙船酒庄则以“纪龙
德河上的凡尔赛宫”的美名
享誉一个半世纪之久；而在
已经成为卡思黛乐“家族城
堡”的佰麟酒庄，以雍容华贵
著称的“佰麟夜宴”，满足了
法国葡萄酒文化的海外拥护
者们最美好的想象。

阿兰·卡思黛乐说，“60
年来，卡思黛乐家族一直致
力于发掘拥有充足潜力的葡
萄酒庄，力图展现出这些酒
庄优良的品质，并且以充满
胆略的创新来进一步丰富它
们的文化和商业价值。”

法法国国巨巨头头重重温温初初心心
酒庄酒市场悄迎价值回归

本报济南11月23日讯(记者
张召旭) 21日，山东省政府

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全省
计量服务经济和民生情况。围
绕“计量惠民”服务常态化，今
年4月以来，山东对220多万台
件强制检定计量器进行免费检
定，为企业减负2亿多元。

山东省质监局副局长刘德
亮介绍，目前全省已建立社会
公用计量标准4675项，位居全
国第二位。进一步健全省、市、
县三级计量检定能力，加速提
升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油品质

量提升、电动汽车等重点产业
服务能力，加快填补食品安全、
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安全生产
和医疗卫生等重点领域的服务
能力空白。

刘德亮表示，围绕“计量惠
民”服务常态化，今年4月以来，
山东对220多万台件强制检定
计量器进行免费检定，为企业
减负2亿多元。相继开展的“计
量惠民生、促和谐”等专项行
动，引导集贸市场、医疗机构等
十大行业的5522家单位开展诚
信计量自我承诺。近年来，山东

投入2000多万元，研制出电动
汽车充电装置等200多项计量
科技项目，给企业生产提供精
确控制数据。围绕高新技术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
务业等领域，建设产业计量测
试服务中心，我省积极筹备建
设国家节能家电产业计量中
心、国家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
计量测试中心等18个，重点面
向航空航天设备、海洋工程装
备等来开展工业计量标杆的
示范工程，为建设质量强省奠
定基础。

免费检定强检计量器具220多万台

山山东东计计量量为为企企业业减减负负22亿亿多多元元

本报济南11月23日讯(见习
记者 王瑞超) 天桥区作为
济南市的老工业区，征管基础
建设中存在“户不清、数不准、
定税率不高、清欠措施不实”四
大问题，济南地税天桥分局以
破解制约征管“瓶颈”为出发
点，坚持把税收征管和纳税服
务作为推动税收工作的“双
核”，多项指标进入全市地税系
统前列。

围绕个体定税问题确定了
“三步走”措施：第一步，成立专
业市场管理所，逐步开展个体
工商户税种认定，将以往游离
于税收征管系统之外的市场个

体工商户全部纳入征管体系，
较好地理顺管理体制，规范管
理方式；第二步，抓实个体定
税，强化国地税信息比对；第三
步，在国地税管户信息相统一
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双方个体
税收征收方式的统一。

为解决“数不准”问题，重
点从数据采集段破题。制定下
发《办税服务厅派遣用工人员
绩效考核实施办法》。

面对“清欠措施不实”问
题 ，分 局 变 更“ 陈 欠 税 金 余
额”和“新欠税金发生余额”
两个考核指标，推行“欠税清
理考核销户制度”，并与绩效

管理挂钩，清欠工作取得突
破性进展。

坚持把税收征管和纳税服
务作为推动税收工作的“双
核”，将“以服务促管理、强管理
优服务”作为今年纳税服务工
作的重点突破口，创新推出“集
约式、个性化定制服务”。

截至10月底，全局个体定
税率由最初的不足52%跃升到
95 . 25%，省局360监控预警，整
改数量全市第一，处理率达
99 . 92%；陈欠税清理率6 . 76%，
新欠发生率0 . 02%，全市最低，
为提高全局税收征管科学化、
规范化水平打下基础。

济南地税天桥分局

破破解解征征管管““瓶瓶颈颈””，，紧紧抓抓管管服服““双双核核””

近日“莫特斯”杯全国大学生家居服设计大赛暨第十届山东省大学生服装设计大赛和全国家纺
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办。作为纺织服装大省，时尚产业正在山东崛起。

本报记者 朱贵银 摄影报道

葛产经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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