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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省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激发市场活力，确保政策落地生根——

税要减费要降 企业上阵要轻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各地政府分别从税收、社保、非税收入、纳税服务、营商环境等方面全面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精神。可以预见，通过这一轮更大规模的普惠性实质性减税，能够为企业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对

于促进制造业、科技企业、小微企业等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北京大学发布报告提出，技术在替代部分工作的同时也创造新岗位——

机 器 换 人 担 忧 属 多 虑
本报记者 董碧娟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冷暖气流交汇 南支槽向东移

立春时节雨雪纷纷
本报记者 郭静原

春节长假春节长假，，不少劳动者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不少劳动者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那么那么，，加班工资应该怎么发加班工资应该怎么发？？什么时候发什么时候发？？哪些情况哪些情况
属于加班属于加班？？针对网友关心的这些热点问题针对网友关心的这些热点问题，，本期主持本期主持
人具体予以解答人具体予以解答。。

问问：：春节期间加班费应该如何计算春节期间加班费应该如何计算？？

主持人主持人：：根据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92019年部分节年部分节
假日安排的通知假日安排的通知》，》，22月月44日除夕至日除夕至22月月1010日正月初六日正月初六
共计放假共计放假 77 天天。。其中其中，，22 月月 55 日至日至 22 月月 77 日日 （（即正月初即正月初
一一、、初二初二、、初三初三）） 为春节法定节假日为春节法定节假日。。

根据相关法规根据相关法规，，用人单位在这三天安排劳动者加用人单位在这三天安排劳动者加
班的班的，，应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应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
300300%%另行支付加班工资另行支付加班工资。。其他其他 44天为调休放假天为调休放假，，这这 44
天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天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可以选择给劳动者安可以选择给劳动者安
排补休而不支付加班工资排补休而不支付加班工资，，如果不给补休如果不给补休，，则应当按则应当按
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 200200%%支付加班支付加班
工资工资。。

问问：：加班费应该什么时候发加班费应该什么时候发？？

主持人主持人：：劳动法规定劳动法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
支付给劳动者本人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
工资工资。。一般情况下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是在劳动者提供劳动后用人单位是在劳动者提供劳动后
的下一个月支付前一个月工资的下一个月支付前一个月工资，，也就是先劳动也就是先劳动、、后领后领
薪薪。。不少单位会在不少单位会在 33 月份安排发放月份安排发放 22 月份春节期间的月份春节期间的
加班费加班费。。

现实中现实中，，有的用人单位为防止员工跳槽有的用人单位为防止员工跳槽，，可能会可能会
扣下员工加班费或工资的一部分到年底再发扣下员工加班费或工资的一部分到年底再发，，这种这种
情况属于拖欠工资情况属于拖欠工资，，员工可以通过劳动部门申请解员工可以通过劳动部门申请解
决决，，要求补齐所欠工资要求补齐所欠工资，，也可以未足额发放工资为也可以未足额发放工资为
由申请解除劳动合同由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按实际工作年限支付并要求按实际工作年限支付
补偿金补偿金。。

问问：：春节期间在家工作算不算加班春节期间在家工作算不算加班？？

主持人主持人：：随着互联网普及随着互联网普及，，很多人的工作在网上很多人的工作在网上
就可以操作就可以操作。。但春节在家上班算不算加班但春节在家上班算不算加班，，还要具体还要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劳动者需要主张加班费的如果劳动者需要主张加班费的，，应举证自己节假应举证自己节假
日存在加班的事实日存在加班的事实。。比如比如，，春节在家工作春节在家工作，，劳动者除劳动者除
了需要举证证明存在工作的事实外了需要举证证明存在工作的事实外，，还需要证明是用还需要证明是用
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必须在春节期间完成工作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必须在春节期间完成工作。。员工也员工也
应当保留好加班证据应当保留好加班证据，，比如用人单位主张加班时的录比如用人单位主张加班时的录
音音、、聊天记录聊天记录，，等等等等。。如果用人单位只是安排了一项如果用人单位只是安排了一项
工作任务工作任务，，并未明确要求必须在春节期间完成并未明确要求必须在春节期间完成，，劳动劳动
者自行在春节期间工作者自行在春节期间工作，，这种情况不属于加班这种情况不属于加班。。员工员工
自愿加班的情况也不属于加班自愿加班的情况也不属于加班，，用人单位无须支付加用人单位无须支付加
班费班费。。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韩秉志韩秉志））

假期结束，加班费怎么算

我国目前技术创新正处于最好发展时期，在互联网经济、计算
机和智能手机、高铁、航天航空、生物科技、新能源等一系列领域显
示出了强劲的生命力

政府需要在发展共享经济的过程中发挥引导作用，在加强监
督管理的同时，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并在反垄断方面有所作为

连日来，华北中北部等地纷纷飘起雪花，雪势明显，新
疆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北
部等地也出现了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同时，南方多持续性
阴雨天气，久未停歇。目前，正值春运返程高峰期，此次雨
雪范围有多大，将有何影响？记者采访了中央气象台首席
预报员陈涛，解读此轮雨雪天气过程成因及其影响。

陈涛介绍，此轮雨雪天气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从 2 月 12 日开始，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出现了明显
降雪；第二阶段从 2 月 13 日开始，新疆北部、西北地区东
部、华北、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北部等地出现小到
中雪或雨夹雪天气过程，此轮雨雪过程强度更强，范围
更大。

2月15日至2月17日，随着雨雪分界线南压，江汉、江淮、
江南北部等地有雨夹雪或雪；长江中下游地区未来一周还将
出现连阴雨天气，其中江南东部地区局部有大雨。

立春不久，为何北方降雪、南方连阴雨都赶在此时？陈
涛解释称，北方地区此轮降雪是由于南支槽东移，将水汽向
北输送，加之渤海地区有东风将水汽输送过来，冷暖气流交
汇，华北黄淮地区水汽条件比较好，有利于降雪形成。南方
连阴雨是由于南支槽与副热带高压均比较活跃，暖湿气流
强盛，维持时间较长，导致江南地区连阴雨天数偏多。

“在此轮雨雪天气过程之前，北方大部分地区平均降水
量小于常年平均值，这次雨雪过程结束后，北方地区平均降
水量或将接近常年平均水平。南方连阴雨较常年同期略偏
多，但属于正常范围内。”陈涛说。

此次北方特别是华北地区一改往日“贫雪”状态，降雪
形势表现突出。“近两年，北京地区冬季降雪偏少，今年北京
降雪与去年相比略有改善，此轮降雪过程结束后，北京地区
降水量将接近常年同期水平。”陈涛说。

当前，正值春运返程高峰，此次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将
对交通运输以及生产生活造成不利影响。积雪融化后将造
成道路湿滑，夜间温度比较低，还可能出现道路结冰情况，
气象部门将针对天气过程及时发布预报预警。雪天路滑、
能见度低，公众应注意防范雨雪天气对交通出行等不利影
响，关注最新气象预报和交通信息，自驾返程应注意路面积
雪和结冰，谨慎驾驶。

不管怎么说，雨雪带来的影响仍利大于弊。陈涛告诉
记者，今年 1月份以来，北方地区降雪偏少，此轮雨雪天气
过程对于缓解北方干旱情况有一定帮助，有利于地表增墒
以及麦田后期返青生长。南方连阴雨天气对小麦、油菜和
露地蔬菜等作物生长有一定不利影响，气象部门将密切关
注后期降雨过程发展趋势。此外，雨雪天气对大气污染物
有清除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有哪些优势？技
术进步是否减少劳动力需求？共享经济
对宏观经济运行有何影响？北京大学近
日发布的《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8》给出
了答案。针对相关热点话题，经济日报记
者采访了众多专家学者。

报告指出，对于中国来说，新时代经
济增长至少具有三方面优势，即制度优
势、创新优势和发展优势。中国人民大
学校长刘伟表示，经过多年市场化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
来，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等也
得到了长足发展，虽然这些市场仍然存
在一些不足，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但总

体而言，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有活力和
效率的市场体系。”刘伟说。

在创新优势方面，众多专家表示，近
年来我国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我国目前技术创新正处于最好发展
时期，在互联网经济、计算机和智能手机、
高铁、航天航空、生物科技、新能源等一系
列领域显示出了强劲的生命力。

此外，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但
人均国民收入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
距，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也存在不平衡
的问题。“这种发展上的差距属于我们的
比较优势。”刘伟认为，在供给方，可以利
用比发达国家当年发展时更加先进的科

技和装备，更有竞争力的生产要素及其他
优越条件来更好地发展生产。在需求方，
我国还有更大的潜在市场需求，不断满足
这种需求的过程也正是我们实现进一步经
济增长和推进全面现代化建设的过程。

“我国宏观调控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
包括市场化改革、供给管理、需求管理3大
类。相对于西方目前主流——仅包括需求
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而言，中国的宏
观调控体系更为完整，理论基础更为先进、
扎实，政策组合也更为丰富，可以应对多目
标宏观调控。”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苏剑说。

技术进步和就业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
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使人们再次产生了对于“机器替代人”
的担忧。对此，苏剑表示，从人类历史发展
进程来看，技术在替代一部分工作的同时
也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这种创造就业的
过程，一方面是通过产品价格的下降、收入
增加以及新产品的出现刺激消费和投资需
求来实现的；另一方面是通过技术进步扩
散到上下游产业、促进了新产业的壮大来
实现的。

“综合来看，技术进步在短期内可能减
少就业，长期看则可能增加就业。”苏剑认

为，技术进步在一定阶段会带来结构性
失业，但随着社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
业门类日益增多，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人
力资本不断提升，未来将创造更多工作
岗位。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共享经济不断壮大，并显现出巨大的发
展活力。“共享经济不仅可以有效降低经
济活动的环境损耗，节约资源，还能够降
低交易成本和排他成本，弱化产品的竞
争性，提高盈利性，更能够提高经济效
益，满足消费者的临时性和个性化需
要。”苏剑表示，在共享经济模式下，共享
收入及财产性收入将会在总收入中占到
越来越大的比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共享经济的不
断发展，问题和困难也接踵而至。例如，
在共享单车市场上，出现了恶意破坏竞
争对手车辆、乱停车等不良现象。此外，
很多共享经济平台由于缺少相应的行业
规范、法律政策、政府管制等，出现了市
场运行不畅的情况。

对此，相关专家建议，政府需要在发
展共享经济的过程中发挥引导作用，在
加强监督管理的同时，加快制定相关法
律法规，并在反垄断方面有所作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积极
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
的减税降费。记者了解到，各省区市将
落实中央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作为今
年工作重点，实行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
减税相结合，清理规范地方收费项目，着
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写入各地政府工作报告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减税降费
工作，在以前年度推出一系列减税降费
举措基础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9
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和更明显降费提出
了明确要求。在今年年初各省区市举行
的两会上，“减税降费”成为各地政府工
作报告的重点，通过明确一系列举措，确
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北京市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构
建高效统一的税收征管体系，加快建设新
一代电子税务局。全面执行国家减税降费
政策，确保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不增加。

黑龙江省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落实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进一
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合理降低用能、
物流、融资等要素成本，让企业轻装上
阵。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便利办税
措施，提升纳税服务水平。

江苏省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加大减税降负力度，落实国家和省降低企
业成本各项政策，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全
年为实体经济企业降本1600亿元以上。

安徽省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落实更大规模减税与更明显降费政策，
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清理、精简涉及
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
费，加快清零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河南省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落实中央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行
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对小
微企业和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
收减免，清理规范地方收费项目，全面实
施收费项目清单制，继续实行省定涉企
行政事业性零收费，加大力度降低企业
社保费率，让企业有实打实的获得感。

“减税降费有利于激活市场活力，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拉动经济增长。目
前，从各地执行的情况来看，已逐步形成
合力，各地政府分别从税收、社保、非税收
入、纳税服务、营商环境等方面全面贯彻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精神，可以预见，通过
这一轮更大规模的普惠性实质性减税，能
够为企业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对于
促进制造业、科技企业、小微企业等发展
起到积极作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
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

新政范围广力度大

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新推

出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措施，涉及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多个
税种，覆盖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

此次新政范围广力度大。根据规
定，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 （含本
数） 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
税。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
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
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

据统计，此次推出的新政仅小微企
业的企业所得税减税，就惠及 1798 万
家企业，占全国纳税企业总数的95%以
上，其中98%是民营企业，预计每年可
再为小微企业减负约2000亿元。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政策文件
明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
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印花税 （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
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根据最新税收收入统计，2018 年
全国资源税 1630 亿元，城市维护建设
税4840亿元，房产税2889亿元，城镇
土地使用税2388亿元，印花税2199亿
元 （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977亿元）。

“虽然以上均为小税种，在税收收
入中的占比不大，但对于小微企业而
言，却是笔不小的税费支出。因此，减
免至一半，可以大为减轻小微企业的税
收负担。”李旭红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包括北京、浙
江、福建等在内的多数省区市，已出台
文件对上述 6个地方税种和 2项附加实
行 50%的最高幅度减税，体现了对企
业的最大扶持。比如，1月23日，浙江
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联合下发文件，送出新年第一个减税降
费大礼包，明确按 50%的最高幅度来
减征“六税两费”，一揽子政策叠加，
预计 2019 年可为相关企业减税 195 亿
元以上。

福建大新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缴纳上述减税政策相关地方税
16.21万元。根据新政策，2019年预计
享受10万元的税收优惠。“通过享受减
税优惠，我们将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
升级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进
一步发展。”该公司财务陈喜张表示。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小
微企业的生存发展压力更大，对税费负
担的感受更加敏感。而且，企业觉得自
身负担重，不仅是企业所得税、增值税
的原因，很多是因为叠加其他税费导致

负担感很强。此次优惠政策受益面大幅
扩大，各地根据最高幅度减征，可以有
效减轻小微企业压力和负担。”李旭红
认为。

不断优化征管服务

对于如何落实中央提出的“实施更
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相关部门均作出
了明确表态和部署。比如，财政部税政
司巡视员徐国乔表示，除了小微企业普
惠性税收减免措施，还将深化增值税改
革，继续推进实质性减税；全面实施修
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落
实好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减轻居民
税负；同时，配合相关部门，积极研究
制定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进一
步减轻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

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介绍，
在落实好已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
等政策措施基础上，税务总局将积极配
合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完善降低增值税税
率、降低社保费费率等实施方案，努力
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普惠性。

税务总局明确，把确保减税降费政
策措施落地生根作为 2019 年税收工作
的主题。据悉，目前税务总局和 36 个
省级税务局均已成立了由主要负责人任
组长的实施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若干专项工作组，制定任务清单和作

战图。按照简明易行好操作的要求，出
台了 4个税收征管配套公告和 1份税务
系统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综合性抓
总文件，明确重点任务，细化落实
要求。

记者了解到，各级税务机关正在深
入研究便利纳税人和缴费人享受减税降
费政策的举措，包括尽快实施扩大税收
优惠备案改备查范围、加快税务证明事
项清理、推进涉税资料清单管理等，确
保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措施提质增效。

比如，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明确，2019 年在税务事项清单“最多跑
一次”全覆盖、网上办理全覆盖的基础
上，大力推进移动办税，争取年底前全面
覆盖纳税人办税事项，有效减少纳税人
现场办理，节约纳税人总办税时间。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明确，
积极主动推出管理服务创新举措，充分
发挥计算机自动识别、政策提示、标准判
定、协助计税（费）等功能，进一步提升纳
税人和缴费人享受减税降费政策的良好
体验。

“高效的征管服务有助于减税降费
政策落地生根，税务部门通过采取一系
列简化申报流程、提高办税效率的举措，
促进纳税人和缴费人更好享受政策红
利，以更高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纳税人
和缴费人带来更强的获得感。”西南财经
大学教授汤继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