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增调整 19条财税政策

助力民营经济
记者从河南省财政厅获悉，近日，河南修

订完善《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财税政策》，
新增和调整 19 条财税政策， 从创业扶持、减
税降负、 降低用工成本等 9 个方面支持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

政策规定，自 2019 年起至 2021 年年底，
河南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持《就业创业证》
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的人员以及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 自办理个体工商户
登记当月起，3 年内按每户每年限额 14400
元，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
个人所得税。 此外，招用以上人员的企业，也
可按规定享受税收减免政策。

落实减税降负方面，政策规定，统一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调整为年应征增值税销
售额 500 万元及以下。 已登记为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的单位和个人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前，符合规定的可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其
余未抵扣的进项税额作转出处理。

修订后的政策将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政
策纳入其中。 主要包括河南省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按 50%的税额幅度减征“六税两费”；
调整享受创业投资税收优惠的被投资对象范
围， 将初创科技型企业由从业人数不超过
200 人、 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
3000 万元扩展到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
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 5000 万元。

政策修订后， 民营企业可更好享受社会
保障红利。 河南将就业见习补贴范围由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扩展至 16 岁至 24 岁失业
青年， 对吸纳上述人员参加就业见习并发放
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的见习单位， 按规定给
予并适当提高相关补贴；支持企业稳定岗位，
发挥失业保险预防失业作用， 对不裁员或少
裁员的参保企业， 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
失业保险费的 50%。 ②5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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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140 个本科专业

“智能”专业大热
教育部日前公布了 2018 年度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包括新增备
案本科专业名单、新增审批本科专业名单等。
据统计，河南高校共新增 140 个本科专业，其
中“智能”和“机器人”成热门专业。

据了解， 此次新增专业与经济社会的发
展需求密切相关。 其中，河南理工大学、中原
工学院、河南农业大学等 13 所本科院校新增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智能”和“机器
人”也是新增专业中的热门，6 所本科院校新
增机器人工程专业，6 所本科院校新增智能
科学与技术专业。此外，还新增了智能电网信
息工程专业、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等与“智能”
相关的专业。 ②5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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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对全国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

让更多有志青年成长为能工巧匠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进国家药品集中采购试点

让群众在用药就医上更多受益

日前， 全国深化职业
教育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
要批示。批示指出，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 是提升人力
资源素质、 稳定和扩大就
业的现实需要， 也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
强国的重要举措。 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

策部署， 结合完成今年扩
招 100 万人的任务， 瞄准
市场需求和推动中国制
造、中国服务迈向中高端，
进一步改革完善职业教育
制度体系， 积极鼓励企业
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
育，补上突出短板，推动产
教融合， 着力培育发展一
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品牌
专业， 加快培养国家发展
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
才， 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

制， 持续推进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 让更多有志青年
成长为能工巧匠， 在创造
社会财富中实现人生价
值， 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更好的人力人才
资源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出席会议并讲话。她指出，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
种不同类型的教育， 具有
同等重要地位。 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主持审议《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明确了一系列制度设计和
政策举措。 我们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 认真落实李
克强总理的批示要求，以
提升职业教育质量为主
线，深化改革、破解难题，
更好发挥职业教育在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 教育工作
全局中的作用。 ②5

（据新华社）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提出， 进一步推进
国家药品集中采购试点、
短缺药监测应对和医疗救
助工作， 让群众在用药就
医上更多受益。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和使用试点是我国解决

“看病贵”“药价贵”问题“组
合拳”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降低虚高药价、探索以市
场为主导的药价形成机制
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11
个试点城市开展了药品集
中采购， 共有 25个药品中
选， 中选价平均降幅 52%，

最大降幅超过 90%。
专家表示， 国家组织

药品集中采购，通过“带量
采购”，可以充分发挥“团
购”效应，有利于大幅降低
药品价格， 有利于纠正医
药购销环节市场失灵、“带
金销售”等现象。确保中选

药品“进得了医院”“降价
不降质” 将成为落地实施
的关键环节。

会议提出， 要完善集
中采购制度， 加强中标药
品质量监管和供应保障，
实现降价惠民。 ②5

（据新华社）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出台

今年减轻社保缴费负担 3000 多亿元
日前，《降低社会保险

费率综合方案》 由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表
示，按照方案，预计今年可
减轻养老保险缴费负担
1900 多亿元，减轻企业失
业保险、 工伤保险缴费负
担 1100 多亿元，3 个险种
合计全年可减轻社保缴费
负担 3000 多亿元。

游钧在当日举行的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说， 这一方案是实现今年
中央提出的“全年减轻企

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
2 万亿元” 目标的重要措
施。在方案中，直接降低社
保费率的措施主要有两
项： 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和继
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
工伤保险费率。

游钧表示，此次降费，
尤其是降低养老保险单位
缴费比例， 将会产生 4 个
方面的积极效果：

一是较大幅度地减轻
企业社保缴费负担。 单位
缴费比例降至 16%，相较

之前 20%或者 19%的费
率水平，一次性降低 3 至
4 个百分点， 相当于降低
1/5。

二是受益面广。 各类
用人单位， 特别是民营企
业、 小微企业都能从中受
益。 从地区来看， 除了广
东、浙江两省以外，其他各
省 份 都 可 将 费 率 降 到
16%，普惠性更强。

三是有利于促进营造
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目
前， 各省份企业缴费比例
不统一。此次调整后，全国

费率差异将明显缩小，有
利于均衡各地企业缴费负
担， 促进形成公平的市场
竞争环境， 也有利于未来
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四是有利于扩大覆盖
面， 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健
康发展。费率降低以后，企
业参保的门槛降低， 不仅
可以增强企业活力和发展
后劲， 也有利于提高企业
和职工的参保积极性，形
成企业发展与养老保险制
度发展的良性循环。 ②5

（据新华社）

黄帝故里
清明拜祖

4 月 7 日， 己亥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在
郑州举行。 来自 4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华人
代表出席典礼。 ②5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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