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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改革迎来
首个申报高峰期

税务部门提醒：
纳税人及时升级
开票软件等系统

5 月 1 日，
“降低增值税税率”
和“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两
项增值税改革政策在厦门落地
实施。记者从税务部门获悉，本
周迎来首个申报高峰期，也就是
说，纳税人需在本周五之前完成
6 月份的增值税申报。
据了解，本次增值税改革措
施惠及面广、
力度大。比起以往的
营改增改革，
涉及企业数量更多、
行业更广。 记者 张诗 通讯员 肖雨
■厦门国税工作人员向纳税人介绍增值税改革新政内容。

降税率

物流行业减负增效

“目前政策环境好，市场需求大，
是物流企业发展壮大的大好时机！”厦
门鹭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法人童先
生说。
据介绍，
自 5 月 2 日该企业开具第
一张税率为 1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起，
截至 5 月 25 日，
该公司已开具该类发票
共计 118 张，收入合计约 747.25 万元，
税额已达 74.73 万元。
“ 税率降低一个
点，税负降低 7.47 万元。”童先生表示，
降税措施减少了资金的占用，
为公司扩
大规模，
提升技术含量提供了支持。
厦门银杉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交通
运输业的下游企业，
也是产业链降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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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者之一。
据该企业法定代表人谢先
6月份增值税申报注意事项
生介绍，
企业主要从事机电设备批发，
产品销向外地时会委托物流公司，
1.申报时间：
6 月 15 日前
物流成本占总成本的较大部分。
“降
2.增值税申报表税率调整:17%、11%所在
税 率 政 策 对 我 们 是 重 磅 的 利 好 消 的栏次分别调整为 16%、10%，纳税人对应填
息 。物 流 降 成 本 ，实惠看得见！”谢 写相关栏次即可。
先生高兴地说。
3.开具发票请正确选择税率：
2018年5月1日后，
增
据 统 计 ，截 至 2018 年 5 月 31 值税发票税控开票软件的税率栏次，
默认显示的是
日，我市纳税人开具调整后税率增 调整后的税率，
一般纳税人发生需要开具原税率
值税发票共计 458.6 万份，其中，
增值
情况，
需要手工选择原适用税率开具发票。
税专用发票 91.1 万份、增值税普通发票
4.一般纳税人应当及时完成增值税
59.8 万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305.7
发票税控开票软件升级、
税控设
万份、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2万份。
备变更和业务系统调整。

调标准 “老手艺”享受税减福利
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改革举
措，实实在在为我市传统制造行业的
中小企业减轻了税负压力。
厦门市思明区开拓求精机械厂是
一家生产智能高精准非标设备、机械
设备、机械零件制造和五金加工的工
厂。随着工厂不断发展，被认定为一般
纳税人，税率从 3%上升为 17%。由于
工厂全年进项税额较低，税负压力大，
机械厂便开始减少了对外接收订单，
业务也几乎停止了下来。

小信使

国信

“金色阳光”
投资讲堂系列

即时互动：@厦门晚报 @我要说

据统计，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我市共有 376 户企业成功办理一般纳
税人转为小规模纳税人登记。其中，工
业企业 71 户，商业企业 289 户，加工
修理修配企业 16 户。下一步，厦门市
国税局将继续通过电话、短信、上门辅
导等方式，对于符合条件的纳税人一
一对接，逐户宣讲告知到位，确保符合
条件的纳税人充分理解税收政策，全
面了解办理流程和注意事项，协助企
业完成转登记工作。

国信证券开展宣传活动
防范非法集资非法证券
做的是好事，
要坚持做，
经常做。
我接到
太多推荐投资的电话了，
有些人不懂可
能就上当了。你们要多宣传，让大家都
知道，
才不会上当受骗。”
5 月 26 日，
“ 远离非法集资·构建
平安厦门”——2018 年厦门防范非法
集 资 宣 传 月 活 动（湖里会场）暨“5·
15”打击防范经纪犯罪宣传日活动在
禾山街道建发湾悦城隆重举行。活动
期间有来自各单位的文艺演出，穿插
有奖问答环节。活动现场还设立政策
宣传区，供银行、保险、公安、消防等单
位在现场分发相关宣传品，并为现场
观众提供政策解答活动。作为厦门地
区券商中投资者教育的先行者，国信
投教基地也受邀参会，为现场投资者
答疑解惑，重点面向易受骗的老年人
进行案例讲解。此次活动获得现场观
众们的一致好评，提升了市民防范“非
法集资”、
“ 非法证券”、坚持理性投资
的意识。
国信证券福建地区投资者教育基地（宣）

【温馨提示】因场地原因，国信证
券福建地区投资者教育基地将迁址。
现址将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起停止现场
接待。投资者朋友们仍可通过微信号
（xiamen95536）查看各板块内容、活动
动态等。
新址位于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2号厦门第一广场31楼，
预计于2018年
10月开始现场接待，详见届时公告。因
迁址给您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
扫一扫，
关注国信证
券福建分公司公众
号，
获取更多资讯！

厦门湖滨北路证券营业部
厦门金钟路证券营业部
福州五一中路证券营业部
泉州德泰路证券营业部
咨询电话：
95536

厦门网：
www.xmnn.cn 电子邮箱：
xmwbnews@vip.sina.com

新闻 1：6 月 7 日，沃尔玛中国与腾讯共
同宣布结成深度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将在购
物体验提升、精准市场营销、全面支付服务等
方面开展智慧零售合作。据了解，双方未来将
通过购物体验数字化整合，实现店内数字化
运营，并尝试将腾讯社交流量向沃尔玛个性
化服务转化。在支付方面，双方将共同优化小
程序“扫玛购”，携手微信支付，打造包括人脸
识别等在内的新支付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
多元的结账体验。
新闻 2：2018 年 6 月 8 日，蚂蚁金服对外
宣布新一轮融资，融资总金额 140 亿美元。蚂
蚁金服方面表示，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支付
宝的全球化拓展，自主科研投入和全球顶尖
人才的招募，从而提升支付宝及其合作伙伴
向全球消费者和小微企业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的能力。此外，资金也将用于培育新兴市场的
本地科技人才，助力当地的数字化转型，让普
通民众也能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
新闻 3：6 月 7 日消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7 日宣布与中国中兴通讯公司达成新和解协
议。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罗斯当天宣
布中兴通讯及其关联公司已同意支付罚款和
采取合规措施来替代美国商务部此前针对该
公司向美国供应商采购零部件执行的禁令。
声明指出，根据新的和解协议，中兴公司支付
10 亿美元罚款，另外准备 4 亿美元交由第三
方保管，然后美国商务部才会将中兴公司从
禁令名单中撤除。
分析 ：上周受计算机和通信板块小幅上
涨影响，传媒板块出现调整，我们认为在 5G
建设持续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通信板块中
部分优质个股经过前期较大幅度调整后长期
配置价值凸显。建议继续重点关注 2018 年半
年报业绩超预期的公司以及 5G、VR/AR、无
人驾驶、人工智能板块相关优质标的。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作者：李志伟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分析师)
执业证书编号：
S0200517100001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网点覆盖二十多个城市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前身是成立于
1988 年的厦门证券公司，是中国最早设立的
证券公司之一。控股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是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之一。依托公司全牌照优势和股东央企金
控背景，公司全牌照经营，
“ 大资管、大投行、
大财富、大协同”战略指引，拥有财富管理、资
产管理、投资银行、投资管理、证券研究五大
业务条线，致力于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工具
箱”，现已成为行业内成长最快的新型券商之
一，
网点覆盖全国二十多个城市。
扫一扫关注微
信 公 众 号 ，获
取更多资讯。

厦门地区营业部咨询热线

国信证券福建地区投资者教育基
地认真贯彻落实开展“理性投资从我
做起”投资者教育专项活动通知要求，
积极参与第十二届“银联杯”厦门金融
理财节和“远离非法集资·构建平安厦
门”——2018 年厦门防范非法集资宣
传月活动（湖里会场）暨“5·15”打击
防范经纪犯罪宣传日活动。
5 月 18 日，在厦门证监局及中国
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的指导下，
第十二届“银联杯”厦门金融理财节在
厦门喜来登酒店 5 楼正式召开，国信
投教基地应邀参与。为确保活动效果，
国信投教基地安排优秀理财顾问、投
资顾问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行，带着数
百份宣传材料及各种小礼品到活动现
场。
在活动现场向参与的投资者们分发
防范非法证券、反洗钱、投资知识等相
关宣传资料，讲解非法证券案例，引导
投资者注意防范风险、理性投资，邀请
投资者参与问卷调查。
本次活动受到投
资者的认可，
有投资者郑重表示：
“你们

本次税改新政给工厂带来了转
机。5 月 2 日，增值税新政实施的第一
个工作日，工厂会计朱开梅带着资料
到税务局柜台提交了申请，填报转登
记相关资料，在税务人员的辅导下，工
厂顺利完成了从一般纳税人转为小规
模纳税人的登记工作，成为我市首家
落地该项新政的纳税人。
工厂老板纪健金算了一笔账，从
一般纳税人转为小规模纳税人后，全
年预计可以实现减税 40 多万元。

通信板块大幅调整
长期配置价值凸显

厦门地区营业部咨询热线：
莲前西营业部：5163585
湖滨南营业部：2397919
莲前东营业部：6680730
观日路营业部：5163688
仙岳路营业部：2560808
后江埭营业部：2276227
环城西营业部：3122666
沧虹路营业部：2066689
厦门委托电话：
5778877/3999888/4008778877
公司网址：
www.gwgs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