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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征集令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你心

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快来推荐“你心中的新青年”

推荐方式
欢迎您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料平台，推

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中国力量的新青年；与此
同时，也可以在封面新闻微博、微信等平台的相
关稿件下方留言，欢迎向我们推荐。

推荐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取得突出成绩，具有
良好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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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高峰在21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
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近期就中美经贸问

题举行多轮电话磋商。双方商定，莱特希泽、
姆努钦将于3月28日至29日应邀访华，在北
京举行第八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刘鹤副
总理将于4月初应邀访美，在华盛顿举行第九
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近期将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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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12版
阴天，早晚有小雨 偏北风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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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王”
最爱听到孩子的笑声
3月16日，星期六，刘艳把当天

和孩子们的活动安排在下午3点。
陆续到来的孩子最小的2岁，最大
的14岁。

“都是大的带小的，一个方向组
一个队。”刘艳说，按照惯例，每周
一、三、六、日下午3点，大孩子带着
小孩子，准时在村委会集合，每一次
孩子们聚在一起玩的游戏都是新
的。

16日这天，刘艳给孩子们准备
的游戏是绑腿一起走、乒乓球等，道
具是新买的，孩子们很感兴趣，很快
围起来。孩子们分成两组玩游戏，
她鼓励孩子们获胜的一方会奖励零
食。其实，游戏结束时，每个孩子都
分到了零食。

玩一阵游戏后，刘艳让孩子们
回到“童伴之家”，这里有课桌椅、黑
板。刘艳在黑板上写下“声律启蒙”
的句子，让孩子们抄写，然后用智能
音响教他们朗读。

读写结束后，孩子们又回到村
委会的操场里，玩起游戏来。孩子
们的笑声，让村委会成了画青村最
热闹的地方。

“我很喜欢听到他们的笑声。”
刘艳笑着和孩子们玩着游戏，个子
不高的她，没有14岁的初二男生丁
鹏高，她被孩子们围着，俨然一个

“孩子王”。

“童伴妈妈”刘艳
陪伴留守儿童四年
“帮他们留住童年快乐”

3月16日下午3点，37岁的刘艳
赶到画青村村委会大楼后，周围的留
守儿童陆陆续续到来。下午3点20，
刘艳组织七八个年龄不等的孩子，在
村委会“童伴之家”上着同样的课。

画青村是资阳市安岳县天马乡的
一个村，离县城约20公里。这里的村
民多数在上海、浙江等沿海地区务工，
家里留下孩子和老人。2015年 10
月，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各地政府部
门、研究机构、公益组织和爱心企业共
同发起留守儿童关爱项目——童伴计
划。“童伴妈妈”是这个计划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村上的全职儿童守护专
员，将所在村全部孩子的福利、安全、
健康都纳入到其服务范畴。

大学毕业的刘艳是画青村的“童伴
妈妈”，陪着30多个孩子已走过了4年。

“候补妈妈”
让最沉默的孩子笑了
和孩子们4小时的相处结束后，刘

艳这一周的家访选择了小雯（化名）
家。小雯的奶奶拉着刘老师的手走进
家门，有着说不完的话。

12岁的小雯，妈妈几年前患病去
世，爸爸外出务工几乎不回家，她和奶
奶相依为命。

“4年前，她很孤僻。”刘艳说，小雯
不愿到童伴之家来，不和小朋友玩。经
过不断家访，长时间相处，小雯终于愿
意和她说话，现在和小朋友一起做游
戏，脸上时常挂着笑容。

2018年7月，小雯脸和脖子浮肿，
刘艳带着她在安岳检查，怀疑是腮腺
炎，但是治疗后并无好转。2019年春
节，小雯妈妈的亲戚，将她接过去治疗
并做了手术后，也未彻底好转。

“这么好看的姑娘，脸不能毁了。”
刘艳说，只要有成都来的人，她都托他
们帮忙问问，“腮腺炎应该早就好，这都
半年多了。”

“拖累”家人
老公儿子成了小跟班
3月16日下午，比刘艳早到“童伴

之家”张罗的是她的老公易岳奇，还有
6岁的小儿子。

易岳奇比妻子刘艳小两岁，“最开
始说回村，我是不答应的。”易岳奇说，
他开着家具店，当时大儿子才6岁，小
儿子才2岁，不论店铺还是孩子，都需
要人照看。“最后，还是尊重她的意见。”

2015年，画青村支书找到了刘艳，
希望她回村来，毕竟刘艳是从这个村走
出去的。大学毕业后，刘艳在报社工作
过，后来当了4年幼师，所以她觉得自
己能当好这个“童伴妈妈”。

刘艳说，她一个人根本完成不了
“童伴妈妈”的角色，每次都拖着老公
来。老公只好为店铺雇了一名员工，然
后带着儿子来帮忙。

“我不会停下来。”刘艳说，她是从这
个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她深知农村孩
子走出去不容易，“他们没有父母陪伴，
我能帮他们留住童年的快乐，让他们拼
搏的道路走得轻松一点，就觉得值了。”

站在一旁的丁鹏笑着说，刘老师来
了，让他们过得很快乐，“希望刘老师陪
我们长大。”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21日联合发布公
告，宣布今年空前力度的增值税税率下
调将于4月1日正式启幕，并公布了一系
列深化增值税改革的配套举措。

根据三部门发布的《关于深化增值
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从2019年4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
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
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
率的，税率调整为9%。此外，纳税人购
进农产品，原适用10%扣除率的，扣除率
调整为9%。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或者
委托加工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
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公告称，从2019年4月1日起，适用
16%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16%的出口货
物劳务，出口退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
10%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10%的出口货
物、跨境应税行为，出口退税率调整为
9%。同时，适用13%税率的境外旅客购
物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为11%；适用
9%税率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
退税率为8%。

公告明确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将
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范围，同时
将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由目
前分两年抵扣（第一年抵扣60%，第二年
抵扣40%），改为一次性全额抵扣。此
外，自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 12月
31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
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
应纳税额。

公告同时明确，自2019年4月1日
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
度。符合相关条件的纳税人，可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增量
留抵税额为与2019年3月底相比新增加
的期末留抵税额。

焦点1

降低增值税税率

制造业迎空前减税
各行业“实质性受益”

增值税降率影响有多大？一个数字足
以说明，去年我国逾15万亿元税收中，增
值税贡献近4成。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
增值税税率降一个点，减税则以千亿计。

根据部署，从2019年4月1日起，将
适用16%增值税税率的项目改按13%税

率征税，主要涉及制造业等行业；将适用
10%税率的项目改按9%税率征税，主要
涉及交通运输业、邮政业、建筑业、房地
产业、基础电信服务和农产品等货物；保
持6%一档税率不变，主要涉及现代服务
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和增值电信服务
等。

对占增值税总量近60%的制造业等
行业而言，此次3个百分点的税率降幅，无
疑是一场期盼已久的减负“及时雨”。

以广西柳工集团为例，初步测算显示
该集团今年预计减税1.36亿元，其中增值
税减少1.21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减少1500万元。

“增值税税率下调给企业带来‘真金白
银’。”福建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洪杰测算，去年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下降
一个百分点，企业减税945万元；今年降低
3个百分点，预计一年给企业节省资金
4000万元以上。

得益于增值税税率下调，减税效应也
从产品生产环节向消费环节传导。记者发
现，近期，已有汽车厂商宣布随增值税税率
调整下调商品价格。

“增值税税率降低是普惠性的减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制
造业税率从16%降至13%，实际上对各个
行业都会产生影响，可以说，降低增值税基
本税率，抓住了当前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过
程中的关键点。

焦点2

抵扣扩围、加计抵减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增值税的原理，简单说就是销项税减
去进项税，让纳税人只为产品和服务的增
值部分纳税。抵扣链条越完善，重复征税
就越少。

由于税制原因，不排除税率降了，但有
些行业因抵扣少而增加税收。对此，三部
门公告中推出两大主要暖心举措，加大减
税力度，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将国内旅
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范围，同时将纳税人
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由目前分两年抵
扣（第一年抵扣60%，第二年抵扣40%），
改为一次性全额抵扣。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
究所所长李旭红说，这意味着此前不能抵
扣的公司员工出差机票、火车票等都可以
纳入抵扣范围，对企业是一大利好。而不
动产改为一次性全额抵扣，进一步增加了
企业当期可抵扣进项税，还简化了会计核
算，仅这两项预计能给企业减税约千亿元。

——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将引入加计
抵减政策。对6%一档增值税税率虽保持
不变，但为防止因进项抵扣减少而税负上
升，公告明确对主营业务为邮政、电信、现

代服务和生活服务业的纳税人，按进项税
额加计10%抵减应纳税额，政策实施期限
暂定截至2021年底。

“这是我国探索出的一种特别的临时性
优惠方式。”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
长李万甫说，如一家企业本应抵扣200万元进
项税，加计10%后就能多20万元用于抵减
应纳税款，抵减额越多应纳税额就越小，
即便税率不变行业税负也确保只减不增。

焦点3

下一步改革动向

改革继续纵深
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增值税，在业内有“良税”之称，全球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入这一税制，就是
看中其中性特点。对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中国经济而言，深化增值税改革无疑是
一盘助力经济转型升级的“大棋局”。

“此次改革并非单纯的下调税率，而是
注重与税制改革相衔接，注重突出普惠性，
通过完善税制向建立现代增值税制度的目
标迈进，还为下一步税率三档并二档预留
了空间。”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说。

谈到下一步改革动向，他表示，为落实好
税收法定原则，增值税立法进程也会加快，
推动增值税改革不断纵深发展。 据新华社

增值税改革“大棋局”助力高质量发展

政 策 解 读

年近2万亿元规模的减税
降费“大餐”中，降低增值

税税率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主菜”。
继本周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进一

步部署后，21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
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
有关政策的公告，标志着将于4月1日
启幕的增值税降率进入操作环节。

今年增值税改革除了降低税率，还
有何看点？如何确保企业切实有获得
感？未来改革有何动向？新华社记者
采访权威人士深入解读。

三部门发布公告

空前力度的增值税税率下调4月1日启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田雪皎王祥龙 摄影报道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
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

天府大道将成
最具潜力发展轴

2019天府中轴线 城市发展论坛

P02

与民间河长一起
守护碧水清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联合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2019
江河卫士活动

P03

Chengdu

霸道总裁任斌
曾拒绝四千万元订单

P04

“童伴妈妈”就是村里的全职儿童守护专员。

刘艳放弃了城里的工作，回到资阳市安岳县天马乡画青村，当起了“童伴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