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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小规模纳税人网上申报系统
（网页端）已搬至四川省国家税务局网上
办税服务厅。如需网上申报的小规模纳
税人可按照以下操作步骤办税：（1）输入
网址 http：//wsbs.sc-n-tax.gov.cn/，进入
四川省国家税务局网上办税服务厅登录
页面；（2）用税号及对应密码登录；（3）进
入网上办税服务厅后点击左侧菜单的
【业务办理】——办税系统，然后选择右
侧工作区的“网上申报”，点击进入；（4）
填列本期应申报的报表。（更多详情请关
注公众号“成都国税”官方微信）。

最新税收政策提示

1、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修
订《纳税服务投诉管理办法》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49 号）。公告
称，为进一步规范纳税服务投诉管理，提
高投诉办理效率，国家税务总局修订了

《纳税服务投诉管理办法》，自 2015 年 9
月1日起施行。原《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
发〈纳税服务投诉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国税发〔2010〕11号）同时废止。

2、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税
收减免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5年第43号）。公告称，为贯彻落
实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神，进一
步做好减免税管理有关工作，国家税务

总局修订后的《税收减免管理办法》正式
发布，自2015年8月1日起施行。

3、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严
禁违规插手涉税中介经营活动的通知》
（税总发〔2015〕75号）。通知称，涉税中介
服务作为纳税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为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和纳税人合
法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当前还存在
个别税务机关、少数税务人员及其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违规参与涉税中介经营牟
取利益，少数涉税中介通过利益输送拉
拢税务人员、利用关系违规干预税收执
法的问题，损害了税务机关形象，扰乱了
税收正常秩序。为落实税务机关党风廉

政建设和涉税中介监管的主体责任，根
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
中介服务监管的要求，《公务员法》和《税
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等相关规定，
现就禁止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违规插手
涉税中介经营活动有关事项发出通知。

成都市国税局温馨提示

1、7月2日，随着腾讯公司微信平台推
出的“城市服务”成都平台正式上线，成都成
为西部首个启用“城市服务”的“智慧城市”。
成都国税也凭借官方微信成为首批进驻
成都平台的四家市级部门之一。目前，成
都市民只需通过登录微信平台，依次点击

进入“我”-“钱包”-“城市服务”-“政务服
务”-“税务”页面，即可查询发票、退税率、
办税地址、大厅流量等事项。下一步，成都
国税还将在微信“城市服务”中加入更多
个性化元素，拓展政务服务功能，提升纳
税人满意度，使之成为展示成都国税形
象、提供“互联网+纳税服务”的延伸平台。

2、下月申报期预告：2015年8月1日
至17日，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增
值税按月申报需在17日前进行。办税大
厅只有工作日才能办理，节假日不办理。
网上申报在申报截止日期前的工作日和
节假日都可以办理。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小规模纳税人网上申报系统搬家 四步即可办税

先行指标稳步回升
6月制造业PMI达52.5%

成都市发改委介绍，在先行指标
方面，今年以来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经
理指数均低开高走，信心稳步回升。其
中，6月当月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
（采 购 经 理 指 数）分 别 为 52.5% 和
51.4%，制造业PMI分别高于全国和全
省0.7个和1.5个百分点。6月当月，全市
工业用电量为20.85亿千瓦时，环比增
长2.84%。

投资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3502.9亿元，增长8.7%，
比去年同期提高6.5个百分点，完成年
度奋斗目标的50%。重点项目进展顺
利，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工业投资强
劲反弹，技术改造投资持续活跃，基础
设施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民间投资稳
中有升，招商工作稳步推进。全市服务
业增长了10%，增幅分别高于去年同期
和今年一季度1.4个、0.9个百分点。

成都市发改委表示，上半年成都
经济发展质量稳定向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实现双过半，完成581亿元，增
长7.1%，占年度预算的51.2%，其中，地
方税收收入409.2亿元，增长1.7%。同
时，经济增长新动力也加快培育，科技
创新形势喜人，成都成功获批国家首
批同时也是西部唯一的小微企业创业
创新基地示范城市，高新区获批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

积极因素正在聚集
预计下半年经济波动上行

成都市发改委表示，当前，国家
和省市各项稳增长政策正逐步发挥
出作用。从全国来看，今年以来，国务
院先后制定了一揽子稳定经济增长
的政策措施，筹划了城市轨道交通、
现代物流、新兴产业和增强制造业核
心竞争力4大新的重大项目工程包，
加快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松紧适
度的货币政策，出台了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出
台了推进大众创新创业、“互联网+”
行动、中国制造2025等指导意见和工
作方案，设立400亿元的国家新兴产
业创投引导基金，积极改造升级传统
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从全省来
看，针对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
题，省政府及时出台了四方面36条稳
增长措施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
展的“楼市新政”。

成都市发改委认为，国家层面和
省级层面出台的这些政策措施，有利
于成都进一步发挥政策叠加优势和在
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从成都来看，成
都新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等一大批具
有全局性、支撑性、引领性项目加快实
施，天府新区、高新区等新的区域增长
点正加快形成，发展动能正逐步积蓄。
此外，全市经济运行中一些先行指标
稳步回升、市场信心不断增强，影响经
济发展的各种积极因素正在聚集。预
计下半年成都市经济总体将在上半年
的基础上保持波动上行趋势。

成都市委为成都全面深化
改革确定了12个方面、231项重
点改革任务，目前，这些重点改
革任务正在逐步细化落实，有
些改革的成效也正显现出来。

今年上半年，成都的市场
主体大幅增加，成都市工商系
统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1.6万
户，增长34.7%，新增资本总额

合计3546.6亿元，增长142%，其
中服务业新增市场主体占到
95%。

10月1日起，在成都创业当
老板将更加便捷——“三证合
一”后的新登记制度，将不用申
请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
证，办理时间由之前的几个工
作日缩短为最快1个工作日。

8%成绩单
成都如何做到
上半年，成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
下半年，预计经济总体波动上行

今年上半年，成都市通过
狠抓投资促进，推动了经济平
稳向好发展。全市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3502.9亿元，增长8.7%，
完成年度奋斗目标（7000亿元）
的50%。

落户邛崃市羊安工业园区
的世界500强企业之一，全球最
大的涂料生产厂商阿克苏诺贝
尔目前已完成土建工程总体进

度的95%，9月底前完成设备调
试，年底将实现试运行，全面投
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近10亿
元，税收近1亿元。

1-6月，温江区固定资产
投资目标运行平稳，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165.7亿元；重点项目
建设加快推进，29个省市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38.47亿元，完成
全年投资目标的56.8%。

据悉，1~6月，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
工业投资方面，上半年完成工
业投资731.4亿元、同比增长
10.4%；完成技改投资638.2亿
元、同比增长24.4%；全市400个
亿元以上重大工业和信息化项
目完成投资280.8亿元，完成年
度计划投资的57%。第三产业
实现增加值2784.5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10.0%。
今年5月8日，成都京东方

第6代LTPS/AMOLED生产线
项目在高新区西部园区正式启
动建设，目标产品为高端手机
显示及新兴移动显示产品。该
项目产能设计为45K/月（含触
控和模组配套产能），2015年第
二季度开工建设，2017年第二
季度投产。

今年上半年，成
都市地区生产总值完
成 5136.1 亿元，增长
8%，高于全国 1个百
分点、与全省持平，较
一季度提高 0.6 个百
分点。全市经济呈现出
稳中有升、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的积极态势，
主要经济指标达到或
超过预期目标，快于一
季度，快于全国增速。

成都市发改委在
对上半年经济运行数
据进行解读时表示，成
都上半年经济发展主
要呈现出先行指标稳
步回升、投资实现较快
增长、服务业总体快速
增长、服务业总体快速
增长、工业经济企稳回
升、经济增长新动力加
快培育等特点。

今年上半年，成都市科技
创新形势也十分喜人，不仅成
功获批国家首批同时也是西部
唯一的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示范城市，高新区还获批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截至6月底，
全市建成创新创业载体106
家；“创业天府”行动计划深入
实施，先后支持项目400余个，

以2亿元财政投入带动企业和
社会投资超过30亿元。

今年上半年，成都高新区
新登记各类型企业8044户，同
比增长59.76%，新登记个体工
商户1771户，新增科技孵化载
体30.8万平方米，新增各类在
孵科技型初创企业609家，同比
增长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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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成都的“十大民生实
事”实施204个民生项目，比去
年新增30个项目，项目总数创
下历史新高，其中包括城市改
造工程、环境治理工程、扶贫解
困工程、就业促进工程、教育助
学工程、医疗卫生工程、社会保
障工程、百姓安居工程、文化体
育工程以及基础设施工程，并
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的
思路制定实施，除了继续推进
促进就业、教育助学、医疗卫生
等领域“规定动作”外，还将重
点聚焦交通出行、生态环境、食
品安全、公建配套等民生热点
难点，推出“加密城市公交网
络”、“应急应对重污染天气”、

“补充河道环境用水”、“建设食
药投诉举报网”、“公办幼儿园
标准化提升”等一批全新的实
事项目。

日前，市委督查室、市政府
督查室组织市民代表开展了十
大民生实事半年集中检查，检查
发现这些项目进展顺利，有些项
目已经实施完成，市民已享受到
实实在在的实惠。

在邛崃市夹关镇周河扁
“小组生”安置点，一排28套住
房的新农村综合体坐落在山脚
下，已经丝毫找不到地震后的
印记。“沫江山居”乡村联盟酒
店的招牌格外引人注目。

据当地负责人介绍，“沫江
山居”乡村联盟酒店，采取企业
租赁建设、农户加盟自建、股份
合作共建3种模式，联动打造集
住宿、餐饮、休闲等为一体的沫
江山居乡村生态酒店联盟。现
已建成酒店房间400间，接待床
位550个，带动35户群众实现自
主创业，促进870余人就业。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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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市民代表了解大学生创新创业情况

制图 邬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