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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化服务方面，《若干意见》提出，针对全市
116家发展潜力巨大的民营实体经济企业，宁波市
税务部门将重点大力实施“众星捧月”三年行动计
划，划片区包干开通“税企直通车”，以个性化服务
和专家团队方式帮助小巨人企业解决涉税疑难问
题，协助处理并购重组、融资上市、跨境经营、高新
企业认定等复杂事项，推动企业规模效益快速攀
升。

针对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宁波市税务部门
将持续深化拓展“税银互动”，在目前17项税银合
作产品基础上，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开放“税银互动”
线上接入平台，打造集纳税人贷款申请、税务信息
授权提交、银行贷款申请受理、资质审核、授信期内
银税信息交互为一体的专业化高速贷款通道，助力
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困难。

“宁波市税务部门将以问题为导向，建立健全
暗访督查、追责问责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税务部
门落实政策中的偏差。”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梅
昌新表示，税务部门将着力解决纳税人和缴费人反
映强烈的办税堵点问题，快速响应纳税人关切，以
实际行动为民营企业发展减负加油鼓劲。

记者 周静 通讯员 永轩

记者注意到，“降成本税费”项下涵盖内容有
16条，每一条都对应着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的
减负红包。

为降低民营企业增值税税收负担，《若干意见》
提出对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
适用17%和11%税率的，从2018年5月1日起，分
别调整为16%和10%；对符合条件的装备制造等先
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及电网企业，退还增值
税期末留抵税额；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一般纳税人，允
许在2018年12月31日前，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
人。

为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若干意见》提
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
配劳务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按季纳税9万元），销
售服务、无形资产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按季纳税
9万元）的，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
日，可分别享受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优惠政策。

为推动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若
干意见》提出自2018年9月起至2020年12月，对
金融机构向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
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的单户授信额度
上限提高至1000万元（含本数）。

减费降税，干货满满 优化服务，贴近需求

宁波税务出台32条措施
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宁波市税务局出台《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若干意见》，围绕“减轻民企负担”“优化纳税服务”等，抛出32条具体措施，打造一流税收
营商环境高地，助力民营企业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本报讯（记者 殷浩） 11月20日，位于奉化
岳林街道的“凤麓新材料加速器”举行3.0园区
启动仪式，这里云集了22位博士创业者和51家
新材料领域的高科技企业，并正在由传统的商
业孵化转型为创业者共同发展的“心灵家园”。

凤麓新材料加速器是甬港现代科技园与激
智科技、艾盛投资以及浙成科技共同牵头成立
的奉化第一家专注于新材料领域投资孵化的加
速器，共提供13600平方米的厂房和办公空间
帮助企业进行新材料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同时
成立了总规模1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围绕新
材料、先进制造等领域的高成长型企业和人才
型企业进行投资。

凤麓新材料加速器自2017年3月28日正
式开园以来，已入驻51家企业，其中凤麓英才8
家、资本引才3315计划2家、泛3315计划1家、
国千项目3家，拥有博士学历人才22位。一年
半来，开展相关创业活动20余场，提供企业服
务200余次，帮助中小微企业对接投资机构获
得投融资共计1500余万元，帮助企业争取相关
政策补贴2000余万元。凤麓新材料加速器成
为奉化区首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并被宁波市侨
联授予“宁波市侨界创业创新基地”。凤麓新材
料加速器还与中科院宁波材料所达成战略合
作，成立“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凤麓新材料加速器
工作站”，同宁波工程学院合作成立了“产学研
合作基地”。

凤麓新材料加速器总经理赵庆表示，将与
园区创业团队一起提升心灵品质，彼此赋能，给
创业者们及其团队乃至他们的家庭和客户提升
创业心力，打造园区3.0企业共同体，包括HR、
品牌传播、产品、文化、志愿者、员工征信等一系
列共同体。期待通过持续的努力，使得凤麓新
材料加速器成为园区的样板。

奉化凤麓加速器
打造小微创业园样板

民营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