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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1日讯 今日，
记者从湖南省发改委获悉，
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湖南省发改委（省
优化办）再次梳理了国家、省
新出台的有关政策， 形成了
第二批支持企业应对疫情影
响和复工复产“干货”政策。
政策显示，今年，对纳税人提
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的收入
免征增值税。

个体工商户可暂缓缴纳
当期的个人所得税

税费优惠方面，2020年3
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
间，除湖北省外，其他省、自
治区、 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
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
率征收增值税。

今年， 对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产
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 允许
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
业， 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
留抵税额。

同时，2020年5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个体工商
户在2020年剩余申报期按
规定办理个人所得税经营所
得纳税申报后， 可以暂缓缴
纳当期的个人所得税， 延迟
至2021年首个申报期内一
并缴纳。

对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
户， 以及受疫情影响较大经
营困难的交通运输、餐饮、住
宿、旅游、影视娱乐行业的企
业， 当年缴纳城镇土地使用
税、房产税确有困难的，按规
定依申请给予不低于50％的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困
难减免。

今年， 湖南还将对纳税
人提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的
收入免征增值税。 对电影行
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
损，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
至8年。电影行业企业限于电
影制作、发行和放映等企业，
不包括通过互联网、电信网、

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网络传播
电影的企业。

受疫情影响生产困难
的企业， 可缓缴社会保险
费到年底

融资贷款方面，各银行业
机构将进一步落实阶段性延
期还本付息政策，对于2020年
6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到期
的普惠小微贷款应延尽延，延
期还本付息日最长可延长至
2021年3月31日，免收罚息。

稳岗就业方面，受疫情影
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
企业，可继续缓缴社会保险费
至2020年12月底，缓缴期间免
收滞纳金。对企业吸纳登记失
业半年以上人员或中小微企
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
就业， 且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
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
可给予1000元/人的一次性吸
纳就业补贴，对吸纳贫困劳动
力就业规模大的，各地可通过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给予一次
性奖励，受理截止期限为2020
年12月31日。

在文化旅游方面， 鼓励A
级旅游景区和其他业主为中
小文化和旅游企业租户减免
疫情防控期间租金，对采取减
免租金措施的业主给予适当
财政奖补；. 对国家5A级旅游
景区、重点国家级4A级旅游景
区、国家级和省级旅游度假区
等给予部分贴息支持， 对5星
级旅行社给予部分资金补助。

此外， 对承租国有房屋
（包括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
高校、研究院所等行政事业单
位房屋，下同）用于经营、出现
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 免除上半年3个月
房屋租金。转租、分租国有房
屋的，要确保免租惠及最终承
租人。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陈海明

在科创板一周年的重要时刻，
科创50指数顺势推出，科创板指数
化投资正式启航。工银瑞信指数投
资中心总经理章赟表示，科创板的
推出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具有四大
重要意义。科创50指数作为目前表
征科创板的唯一核心指数，能充分
反映科创企业整体表现，而且稀缺
性明显，将为个人投资者分享科技

周期红利提供良好的工具。
科创板一周年之际， 目前唯一

一只表征科创板整体走势的指
数———科创50指数于7月22日正式
发布，该指数以2019年12月31日为
基日，基点是1000点，截至发布日，
年内累计涨幅为49.72%。2020年以
来，科创50指数在主流指数中排名
靠前，业绩表现优良。 ■经济信息

工银瑞信章赟：
科创50指数科技属性强且代表性充分

本报8月11日讯 今天，记者
从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获悉，截至7
月底， 在我省预付式消费专项整
治行动中， 该局共计检查市场主
体41289家，覆盖商场、餐饮等多
个行业，立案9件，依法取缔8家。

今年3月，省市场监管局印发
《预付式消费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在全省消费
维权领域集中开展预付式消费专
项整治行动， 严厉打击预付式消
费违法违规行为， 切实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

而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
击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销售“预付

卡”经营者未按照事先约定或承诺，履
行相应义务；以关门歇业、易主、变更
经营地址等为由不履行法定义务。办
理“预付卡”时设置“霸王条款”，利用
章程、协议、格式条款等方式加重消
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权利、减轻或
免除经营者责任的违法行为。以虚假
宣传、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等方式骗取
消费者预付款的违法行为。侵害消费
者个人信息， 对办卡消费者的个人
信息未妥善保管， 导致消费者个人
信息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出售消费
者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以及无照经
营销售“预付卡”行为。

■记者 朱蓉 通讯员 廖凌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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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改委发布第二批支持企业应对疫情和复工复产“干货”政策清单

今年对电影放映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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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5 日《三湘都市报》上发布声明，称涟源
市君天发展有限公司行政公章（编号：4313000156318）、
财务专用章（编号：4313000156319）、法定代表人梁爱民
私章（编号：4313820012595）遗失、作废。 此原声明内容与
事实不符， 涟源市君天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述印鉴从未遗
失，自始至今具有法律效力。

特此澄清、更正。

声明人：涟源市君天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10日

澄清更正声明

湖南重拳整治预付式消费
已依法取缔8家市场主体

本报8月11日讯 湖
南人的一天，从嗦粉开始，
你喜欢吃口味浓厚的常德
米粉， 还是水清汤开油码
热的长沙米粉？今日，湖南
人的米粉宝典《嗦粉·一碗
湘粉韵味长》 在长沙举行
新书首发仪式，往后，湖南
人有了一本属于自己的
“嗦粉指南”，一部学术性、
实用性、趣味性兼具的“嗦
粉宝典”正式面世。

作为全国首本系统介
绍湖南米粉的图书专著，
书中收录了省内14市州的
代表性特色米粉及热门店
铺分布情况， 是一部学术
性、实用性、趣味性兼具的
“嗦粉宝典”。 如， 书中提
到，衡阳米粉滑糯爽口，口
味清淡。 奶白色的筒子骨
和鱼肉的汤头， 浸透每一
根米粉， 加一点葱花和红
椒段点缀，味浓鲜美，造就
了衡阳人脑海中深刻的味
觉记忆。 娄底米粉油汤红
亮、味道浓烈、油而不腻，
一碗米粉， 加上当地人最
爱的山胡椒油， 配以酸萝
卜、油炸花生米、香煎荷包
蛋， 不断挑逗着食客的味
蕾；按名气论，新化向东街
的牛肉红汤米粉及双峰青
树坪米粉最让人惦记。

那么， 长沙为何成为
湖南各地米粉展示形象的
窗口？ 书中记录到，1974
年， 长沙阿弥岭汉墓出土
距今两千多年的米粉作坊
万物， 证明长沙米粉是迄
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米粉
形态之一； 甚至有饮食文
化专家认为， 长沙米粉是
传统湘菜技法具体而微的
活化石。

■记者 黄亚苹

《嗦粉·一碗
湘粉韵味长》
正式面世

本报8月11日讯 今天上午，
怀化红研社文旅消费新体验产品
发布暨雪峰山山村户外运动节启
动仪式在长沙举行，现场，发布了
“神韵雪峰 嗨游怀化”首批23个新
体验产品。

“神韵雪峰 嗨游怀化”首批新
体验产品，分怀化“森”呼吸之徒步
休闲旅游产品、怀化山野风情民宿
旅游产品、怀化最嗨旅游夜生活产
品、红色筑梦旅游产品、网红打卡

地旅游产品、文旅公共服务新产品
6大类，共有23个，囊括了专业徒
步、休闲徒步、山野民宿、沉浸式夜
游、购物休闲、酒吧休闲、红色教
育、红色研学、网红打卡地、文旅驿
站、旅游惠民服务等极丰富的文化
旅游体验场景。现场，中方县介绍
了雪峰山山村户外运动节情况，并
发布首期雪峰山（中方县）游山玩
村系列产品。

■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杨依莎

怀化带来“文旅大餐”
23个新体验产品“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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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嗦粉·一碗湘粉韵味长》首发。记者 黄亚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