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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家层面相关政策 

（一）税务海关 

关于优化纳税缴费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税总函

〔2020〕19号）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30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135/content.html 

要点提示： 延长 2月纳税申报期限；拓展网上办税覆盖面 

 

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

总局公告 2020年第 6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155/content.html 

要点提示：对捐赠用于防控疫情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对

卫生健康部门组织进口的防控物资免征进口关税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不实施对美加征关

税措施的通知（税委会〔2020〕 6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日）：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002/t20200201_3464834.htm 

要点提示：对进口且原产于美国符合防控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的物资，不加征关税，已

加征的予以退还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8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6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465/content.html 

要点提示：属于防疫重点物资生产企业的，新购置设备允许一次性扣除，全额退还 2020

年 1月 1日后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运输特定防疫货物免征增值税；三类服务（公共交通

运输、生活服务、快递收派）免征增值税；符合条件的困难行业企业亏损结转年限延长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 2020年第 9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6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464/content.html 

要点提示：企业和个人应对疫情的捐赠可在税前全额扣除，受赠主体范围扩大；无偿捐赠

应对疫情的货物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和附加税费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135/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155/content.html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002/t20200201_3464834.htm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465/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46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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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公告 2020年第 10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6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466/content.html 

要点提示：防疫医务人员和工作者取得的政府补助和奖金，免征个税；个人取得单位发放

的防疫用品，免征个税 

 

总局 12366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有关增值税、消费税优惠政策即问即答 

（第一期）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1日）： 

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44/c101510/c101520/c5143796/content.

html 

要点提示：①防疫重点物资生产企业享受过增值税即征即退，不受条件限制，仍可以享受

新出台的增值税留抵退税；②网约车属于“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可以免征增值税；③航

空运输企业同时提供旅客运输和特定防疫物资运输的，应分别核算，符合条件的部分收入

可免征增值税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20年第 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0日）（附：政策解读）： 

原文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593/content.html 

政策解读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43589/content.html 

要点提示：①享受增值税、消费税免税优惠的可自行申报，无需备案，资料留存备查；②

对已征应予免税的税款，可退还或者抵减以后税款；③免征增值税的收入，相应免征附加

税费；④对免征增值税如何开具发票，做出具体规定；⑤疫情防控期间，未实施出口退

（免）税无纸化申报的纳税人均可在网上平台进行申报 

 

关于支持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问题解答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2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44/c101510/c101520/c5143731/c

ontent.html 

要点提示：对税总 2020年第 4号公告的征管事项做出了详细的解答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的通知（税

总发〔2020〕1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0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587/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466/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44/c101510/c101520/c5143796/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44/c101510/c101520/c5143796/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593/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43589/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44/c101510/c101520/c5143731/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44/c101510/c101520/c5143731/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587/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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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贯彻“尽可能网上办”的原则，拓展网上办税缴费范围；调整税收管理措施帮

助有困难企业，例如：延长纳税申报期限、延期缴税、对逾期申报免予行政处罚且不影响

纳税信用、对逾期未申报的纳税人暂不认定非正常户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指引》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1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592/content.html 

要点提示：为帮助纳税人准确掌握和及时适用新出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税务总局梳理

了 12项政策并形成本指引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非接触式”网上办税清单及问题解答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2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687/content.html 

要点提示：国税总局梳理了 185个网上办税事项，对重点关注问题予以解答，例如：如何

申请延期申报、延期缴税、税收减免等 

 

总局 12366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增值税、消费税、出口退税业务即

问即答（第二期）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7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44/c101510/c101520/c5144040/c

ontent.html 

要点提示：针对总局 2020年第 4号公告的征管事项，例如：享受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

的申报、开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延长 2020年 2月份纳税申报期限有关事项的通知（税总函

〔2020〕27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7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4080/content.html 

要点提示：2月纳税申报期限再次延长，有正当理由的不加收滞纳金、不处罚、不影响纳

税信用、不认定非正常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出口退（免）税有关工作的

通知（税总函〔2020〕28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0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4752/content.html 

要点提示：明确“非接触式”出口退（免）税业务申请、审核、调查评估等工作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592/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3687/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44/c101510/c101520/c514404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44/c101510/c101520/c514404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408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475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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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指导意见（医保发

〔2020〕6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1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4759/content.html 

要点提示：自 2020年 2月起，对职工医保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期限不超过 5个月；

原则上，统筹基金累计结存可支付月数大于 6个月的统筹地区，可实行减征，小于 6个月

的，各省统筹安排；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6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热点问答（第五期）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4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56/n3010387/c5144822/content.html 

要点提示：只要是与防疫直接相关的药品、医疗用品、防护用品物资，如口罩、护目镜、

消毒液、手套、防护服等（不一一列举），都可以享受有关免征个税的规定；保险公司直

接向承担疫情防治医院无偿提供保险服务，不视同销售征收增值税；公司在疫情期间购买

的口罩酒精等防护用品，属于特殊时期的劳保用品，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可以

抵扣；纳税人给承租厂房的企业减免的租金，可以签订租赁补充协议，不征收增值税（若

租金已经提前预收并开票，退还的租金应开具红字发票）；为防疫需要生产开工取得了政

府发放的开工补贴，与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等收入或数量不直接相关，不属于增值税应税

收入，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热点问答（第六期）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6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56/n3010387/c5145039/content.html 

要点提示：防疫重点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如果是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取得

的，不属于“购置”范围，不能适用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  

 

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13

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8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5325/content.html 

要点提示：2020年 3月至 5月，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由 3%降至 1%，湖北省小规模纳税人

免征增值税 

 

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等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5

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8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5335/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4759/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56/n3010387/c5144822/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56/n3010387/c5145039/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5325/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5335/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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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落实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13号公告发布后，开具增值税发票、申

报表填写、恢复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等内容 

 

支持疫情防控税费优惠一本通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4日）： 

电子书：https://book.yunzhan365.com/cbnl/hdml/mobile/index.html 

要点提示：国税总局对 2020年 1月 30日以来新出台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网上办税缴费

清单和相关热点问题梳理成电子书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 2020年 3月纳税申报期限有关事项的通知（税总函〔2020〕37

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4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5504/content.html 

要点提示：2020年 3月份纳税申报期限延长至 3月 23日，仍处于疫情防控一级相应的地

区可再适当延长期限 

 

防控疫情税收优惠政策热点问答（第七期）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4日）： 

https://12366.chinatax.gov.cn/zqdetail/getcontentPage?lmbm=13e254fcdfd147e7be1

8e35463c69c19&contentId=415d5944039746f7b3d576f674c3e8f4&logoid=e48cc09d6fb301

2101702e63f6cb2273&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要点提示：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不动产，不适用 2020年第 13号公告中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

值税的政策；小规模纳税人可以放弃 1%减税，按 3%开具专用发票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税费优惠政策指引（更新）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0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5868/content.html 

要点提示：更新了 2月 11日的指引，新增了阶段性社保降费、医保降费政策、和阶段性

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等政策；在“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及居民必

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条目下细化补充了“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

服务、快递收派服务”的税目注释；在“纳税人提供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运输收入免征

增值税”条目下补充了“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清单” 

 

国家税务总局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热点问题解答（第一期）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3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c101596/c5146062/content.html 

要点提示：分支机构的企业类型是和总部一致的，不在分支机构所属地划型；阶段性减免

社保费政策，在缓缴单位缴费部分的同时，允许缓缴个人代扣代缴部分 

https://book.yunzhan365.com/cbnl/hdml/mobile/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5504/content.html
https://12366.chinatax.gov.cn/zqdetail/getcontentPage?lmbm=13e254fcdfd147e7be18e35463c69c19&contentId=415d5944039746f7b3d576f674c3e8f4&logoid=e48cc09d6fb3012101702e63f6cb2273&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12366.chinatax.gov.cn/zqdetail/getcontentPage?lmbm=13e254fcdfd147e7be18e35463c69c19&contentId=415d5944039746f7b3d576f674c3e8f4&logoid=e48cc09d6fb3012101702e63f6cb2273&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12366.chinatax.gov.cn/zqdetail/getcontentPage?lmbm=13e254fcdfd147e7be18e35463c69c19&contentId=415d5944039746f7b3d576f674c3e8f4&logoid=e48cc09d6fb3012101702e63f6cb2273&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5868/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c101596/c514606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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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热点问题解答（第二期）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3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c101596/c5146065/content.html 

要点提示：公司享受免征 2020年 2月至 6月工伤保险费政策，虽然工伤保险无个人缴纳

部分，仍需进行申报操作，无需缴纳；灵活就业人员不能适用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 2019年度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申报期限的通知（税总函

〔2020〕43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3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6328/content.html 

要点提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申报期限延长至 5月 30日 

 

关于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15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7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6338/content.html 

要点提示：自 2020年 3 月 20日起，将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至 13%或 9% 

 

12366纳税服务平台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热点问答（第八期）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8日）： 

https://12366.chinatax.gov.cn/sscx/rddetail?bh=8dd70b7793ba4222a98cc0d17ff709b

f 

要点提示：个人通过企业捐赠，不满足防疫捐赠全额扣除的两个条件，不能在税前扣除；

基本养老保险缓缴不仅限于单位缴纳部分，也可申请缓缴个人缴纳部分 

 

（二）财政金融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经费保障政策的通知

（财社〔2020〕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5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30/content_5473079.htm 

要点提示：对确诊患者个人负担费用实行财政兜底，中央财政补助 60%；给予防疫工作人

员定额临时性补助 

 

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财办库〔2020〕23号）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6日）： 

http://gks.mof.gov.cn/guizhangzhidu/202001/t20200126_3464030.htm 

要点提示：针对疫情防控物资的政府采购，简化审批程序，打通物资供应的“绿色通道”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c101596/c5146065/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6328/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6338/content.html
https://12366.chinatax.gov.cn/sscx/rddetail?bh=8dd70b7793ba4222a98cc0d17ff709bf
https://12366.chinatax.gov.cn/sscx/rddetail?bh=8dd70b7793ba4222a98cc0d17ff709bf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30/content_5473079.htm
http://gks.mof.gov.cn/guizhangzhidu/202001/t20200126_34640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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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外汇政策绿色通道 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汇综发

〔2020〕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7日）： 

http://www.safe.gov.cn/safe/2020/0127/15259.html 

要点提示：对于疫情防控的外汇业务，简化流程和材料 

 

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银发〔2020〕29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日）： 

http://jrs.mof.gov.cn/zhengcefabu/202002/t20200201_3464819.htm 

要点提示：加大对疫情防控领域的信贷支持，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中央财政对重

点企业给予贴息支持；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取消

反担保要求，降低融资担保和再担保费。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融资担保、再担保机

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减半收取再担保费；对感染新冠肺炎的创业借款人，可展期一年，

继续享受财政贴息政策；银行为便利防控疫情所需的外汇及跨境人民币业务，开辟“绿色

通道” 

 

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务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财金〔2020〕3

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日）： 

http://jrs.mof.gov.cn/zhengcefabu/202002/t20200202_3465014.htm 

要点提示：附“疫情防控重点企业贷款贴息资金申请表”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公告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 2020年第 1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6日）： 

http://szs.mof.gov.cn/zhengcefabu/202002/t20200207_3466791.htm 

要点提示：防控疫情相关产品免收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治疗相关药品免收药品注册费；

免征航空公司的民航发展基金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民银行 审计署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强化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财金〔2020〕5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7/content_5475962.htm 

要点提示：具体规定了防疫重点物资企业名单的管理和申报流程；支持金融机构向名单内

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财政部门再按企业实际获得贷款利率的 50%给予贴息 

 

关于应对疫情影响加大对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注〔2020〕38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8日）： 

http://www.safe.gov.cn/safe/2020/0127/15259.html
http://jrs.mof.gov.cn/zhengcefabu/202002/t20200201_3464819.htm
http://jrs.mof.gov.cn/zhengcefabu/202002/t20200202_3465014.htm
http://szs.mof.gov.cn/zhengcefabu/202002/t20200207_34667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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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zzf.mof.gov.cn/zcfbyjd/202002/t20200228_3476042.htm 

要点提示：降低资金成本，增加 3000亿元低息贷款定向支持个体工商户；减免房租；

2020年上半年实行电、气费用“欠费不停供” 

 

银保监会 人民银行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

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银保监发〔2020〕6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日）：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892278&itemId=926 

要点提示：2020年 1月 25日以来到期的贷款，还本日期最长可延至 2020年 6月 30日；

2020年 1月 25日至 6月 30日，中小微企业需支付的贷款利息最长可延至 2020年 6月 30

日 

 

关于民航运输企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资金支持政策的通知（财建〔2020〕30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4日）： 

http://jjs.mof.gov.cn/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04_3478074.htm 

要点提示：对疫情期间不停航和复航的国际航班给予奖励，工飞航班每座公里 0.0176

元，独飞航班每座公里 0.0528元；对重大运输飞行任务的航班，按审计确认的实际运输

成本给予适当补助；并提供申报审核程序指引 

 

关于减免港口建设费和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公告（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公告 2020年第

1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6日）： 

http://szs.mof.gov.cn/zt/mlqd_8464/2013yljfcs/202003/t20200316_3483272.htm 

要点提示：2020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免征进出口货物的港口建设费，减半征收船舶

油污损害赔偿基金 

 

（三）人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

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号）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4日）：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202001/t202001

27_357746.html 

要点提示：因疫情特定原因不能工作的员工，企业应当支付工作报酬并不得解除劳动合

同；鼓励企业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有关就业工作的通知（人社部明电〔2020〕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5日）： 

http://xzzf.mof.gov.cn/zcfbyjd/202002/t20200228_3476042.htm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892278&itemId=926
http://jjs.mof.gov.cn/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04_3478074.htm
http://szs.mof.gov.cn/zt/mlqd_8464/2013yljfcs/202003/t20200316_3483272.htm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202001/t20200127_357746.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202001/t20200127_3577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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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hrss.gov.cn/gkml/zcfg/gfxwj/202002/t20200205_358137.html 

要点提示：为支持稳定就业给予相关补贴类政策；面向中小微企业提出发挥创业担保贷款

作用，创业借款人患新冠肺炎可申请展期、优先予以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贷款；降

低或减免创业者场地租金等费用 

 

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就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的意见（人社部发〔2020〕8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www.mohrss.gov.cn/gkml/zcfg/gfxwj/202002/t20200207_358328.html 

要点提示：从劳动用工、工资待遇、企业减负、指导服务等四方面提出了稳定劳动关系支

持企业复工的多项措施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0〕1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0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4708/content.html 

要点提示：除湖北省外，2020年 2月至 6月可对中小微企业免征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

险单位缴费，2月到 4月可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湖北省 2月到 6月可对各类参保企业实

行免征；特定企业可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期限不超过 6个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 关于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

支持政策的通知（建金〔2020〕23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1日）：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02/t20200221_244060.html 

要点提示：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在此期间

职工公积金贷款不能正常还款的，不作逾期 

 

第二部分 各省市层面相关政策 

1. 北京市 

（一）综合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

措施（京政办发〔2020〕5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3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3_1622987.html 

要点提示：出台 19项措施涵盖加快行政审批（例如 48小时内办结的绿色通道）、加大资

金保障（例如建立专项资金池）、提供金融支持（例如对疫情防控企业信贷“特事特办”

尽快发放）、人力社保等全方面，落实到各责任单位 

 

http://www.mohrss.gov.cn/gkml/zcfg/gfxwj/202002/t20200205_358137.html
http://www.mohrss.gov.cn/gkml/zcfg/gfxwj/202002/t20200207_358328.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44708/content.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2002/t20200221_244060.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3_16229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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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政办发〔2020〕7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5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6_1625493.html 

要点提示：支持中小微企业出台 16条措施，包括减轻企业成本、增加企业补贴、加强信

贷投放和融资便利、返还失业保险费等，落实到各责任单位。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的若干措

施》的通知（京政办发〔2020〕10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6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15_1706857.html 

要点提示：出台十个方面支持性措施；例如支持保险企业推出北京市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

控综合保险，市财政对保费给予 50%补贴；落实到各责任单位 

 

（二）税务海关 

北京市税务局支持疫情防控的相关措施说明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beijing.chinatax.gov.cn/bjswjwz/xxgk/tzgg/202002/t20200207_446874.html 

要点提示：明确延期缴纳税款、变更纳税定额、停业登记 3个事项的办理流程 

 

北京海关关于进一步明确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减免税及通关事项的

公告（北京海关公告 2020年第 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3日）： 

http://www.customs.gov.cn/beijing_customs/434756/434769/434770/2855311/index.h

tml 

要点提示：附相关手续所需资料 

 

北京海关关于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帮扶企业复工复产有关措施的公告（北京海关公告

2020年第 6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3日）： 

http://www.customs.gov.cn/beijing_customs/434756/434769/434770/2861397/index.h

tml 

要点提示：落实简化通关审批、延长税款缴纳期限、防控物资减免税等具体措施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延长 2020年 2月份纳税申报期限有关事项的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通告 2020年第 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1日）： 

http://beijing.chinatax.gov.cn/bjswjwz/xxgk/tzgg/202002/t20200221_447414.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6_1625493.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15_1706857.html
http://beijing.chinatax.gov.cn/bjswjwz/xxgk/tzgg/202002/t20200207_446874.html
http://www.customs.gov.cn/beijing_customs/434756/434769/434770/2855311/index.html
http://www.customs.gov.cn/beijing_customs/434756/434769/434770/2855311/index.html
http://www.customs.gov.cn/beijing_customs/434756/434769/434770/2861397/index.html
http://www.customs.gov.cn/beijing_customs/434756/434769/434770/2861397/index.html
http://beijing.chinatax.gov.cn/bjswjwz/xxgk/tzgg/202002/t20200221_4474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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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2020年 2月份纳税申报期限进一步延长至 2月 28日；因受疫情影响至 2月 28

日仍无法办理的纳税人，最迟在政府宣布疫情防控解除之日起 15日内补办延期申报手续

并同时办理纳税申报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关于发布“非接触式”网上办税清单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4日）： 

http://beijing.chinatax.gov.cn/bjswjwz/xxgk/tzgg/202003/t20200313_448690.html 

要点提示：北京市税务局梳理了 256个网上办税事项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关于发布“线下预约办”“线下延期办”清单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6日）： 

http://beijing.chinatax.gov.cn/bjswjwz/xxgk/tzgg/202003/t20200316_448847.html 

要点提示：附件提供 12个北京市税务局“线下预约办”清单，和 13个北京市税务局“线

下延期办”清单 

 

（三）财政金融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京财社

〔2020〕135号）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7日）：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1/P020200127606550825761.pdf 

要点提示：根据财社〔2020〕2号要求，落实患者医疗费用补助和参加防疫工作人员临时

性补助等政策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情况下金融服务保障

工作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30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8_1626745.html 

要点提示：政策性担保公司降低担保费率 0.5个百分点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企业控疫情稳增长若干措施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3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6_1625590.html 

要点提示：对特定企业采取资金激励措施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微企业力度

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2/t20200207_1626473.html 

http://beijing.chinatax.gov.cn/bjswjwz/xxgk/tzgg/202003/t20200313_448690.html
http://beijing.chinatax.gov.cn/bjswjwz/xxgk/tzgg/202003/t20200316_448847.html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1/P020200127606550825761.pdf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8_1626745.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6_1625590.html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2/t20200207_16264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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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提高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金额和比例，以及在付款方式等方面给予支持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优化融资担保服务实施流程细则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2/t20200207_1626525.html 

要点提示：对符合条件的担保机构发放奖励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支持中小

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说明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8_1626731.html 

要点提示：基于京政办发〔2020〕7号，对增加信贷投放、便利融资、降低融资成本事项

做出具体说明和办理流程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有关事项办理流程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8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8_1626726.html 

要点提示：基于京政办发〔2020〕7号，对加强金融服务、提交融资诉求、资本市场服

务、融资担保服务方面制定办理流程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落实京政办发〔2020〕7号文减免中小微企

业房租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8_1626693.html 

要点提示：中小微企业承租市属国有企业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条件的，免收 2月

份租金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对我

市中小微企业停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的通知（京财综〔2020〕19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2/t20200207_1626517.html 

要点提示：对北京市中小微企业停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对中

小微企业停征占道费的通知（京财综〔2020〕193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2/t20200207_1626519.html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2/t20200207_1626525.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8_1626731.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8_1626726.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08_1626693.html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2/t20200207_1626517.html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2/t20200207_16265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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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对北京市中小微企业停征占道费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对我

市中小微企业停征污水处理费（非居民）的通知（京财综〔2020〕19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2/t20200207_1626522.html 

要点提示：对北京市中小微企业停征污水处理费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支持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京财金融〔2020〕24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3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15_1632272.html 

提示要点：附北京市防疫重点企业的贷款财政贴息申请流程；优先支持受疫情影响个人和

小微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分别提出融资担保费率降低水平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

部 北京市审计局关于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京财金融

〔2020〕25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4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15_1632266.html 

提示要点：北京市自主建立地方性防疫重点企业名单；人民银行通过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

机构向名单内的企业发放优惠贷款 

 

北京市文化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文化企业健康发展

的若干措施（京文领办发〔2020〕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9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19_1662284.html 

提示要点：针对电影、会展、文艺演出、文博等文化企业提出各项支持政策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

局关于进一步落实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措施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6日）： 

http://www.beijing.gov.cn/fuwu/lqfw/ztzl/zczxwqy/xlsd/t1621163.htm 

要点提示：根据银保监发〔2020〕6号，重点支持受疫情影响严重企业，2020年 1月 25

日至 6月 30日中小微企业需归还本金或利息的，最长可延至 2020年 6月 30日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2/t20200207_1626522.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15_1632272.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15_1632266.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19_1662284.html
http://www.beijing.gov.cn/fuwu/lqfw/ztzl/zczxwqy/xlsd/t16211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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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社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维护劳动关系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人社劳字〔2020〕1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3日）：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1/t20200123_1621260.html 

要点提示：患病职工依法享有医疗期，病假工资不得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80%；出

差职工因疫情未能及时返京期间，企业按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支付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

工作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31日）：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1/t20200131_1622080.html 

要点提示：对职工灵活在家上班的正常支付工资；2020年 1月、2月社会保险费征收期延

长至 3月底 

 

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延长我市社会保险缴费工作的通告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日）：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2/t20200201_1622173.html 

要点提示：2020年 1月、2月社会保险费征收期延长至 3月底；允许参保企业和个人延期

办理业务 

 

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关于发布参保单位（个人）

延长社会保险缴费具体办法的通告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2/t20200207_1626397.html 

要点提示：提供具体操作指引 

 

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市社会

保险经办工作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日）：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2/t20200201_1622239.html 

要点提示：对有关社保工作提供“不见面”服务指引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的通知

（京人社就字〔2020〕1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6日）：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2/t20200209_1626975.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1/t20200123_1621260.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1/t20200131_1622080.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2/t20200201_1622173.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2/t20200207_1626397.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2/t20200201_1622239.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2/t20200209_16269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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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提供了支持就业的具体补贴标准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应对疫情影响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就业

岗位有关问题的通知（京人社就字〔2020〕15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2/t20200207_1626571.html 

要点提示：提供了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失业保险费返还、员工技能培训补贴等具体

补贴标准和申请流程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落实一次性就业创业服务补助有关工作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4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17_1643755.html 

提示要点：明确了一次性就业创业服务补助的具体标准；附补助申请审批表 

 

关于参保单位办理已扣缴 2020年 1月份社会保险费（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退费及

有关问题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4日）：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2/t20200214_1632156.html 

要点提示：包括退费申请方式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落实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

知 （京房公积金发〔2020〕9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7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27_1670059.html 

要点提示：有关住房公积金缓缴、提取和还款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关于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单位缴费的通知（京医保发〔2020〕1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4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05_1680784.html 

要点提示：2020年 2月至 6月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实行减半征收。实施减征

期间，不影响参保人员当期待遇 

 

关于做好北京市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工作的通知（京人社养字〔2020〕29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8日）（附政策解读）： 

原文：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08_1682614.html 

政策解读：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2/t20200207_1626571.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17_1643755.html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2/t20200214_1632156.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2/t20200227_1670059.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05_1680784.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08_16826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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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cjd/202003/t20200308_1682621.html 

要点提示：落实人社部发〔2020〕11号文件，2020年 2月至 6月可对中小微企业免征企

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三项社保单位缴费，2月到 4月可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受疫情

影响困难企业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保，缓缴期限不超过 6个月（提供了北京市的缓缴申请方

式和时间） 

 

关于阶段性减免三项社会保险费和办理缓缴有关事项的通知（京社保发〔2020〕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8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08_1682600.html 

要点提示：明确了困难企业申请缓缴三项社保的具体处理，包括申请条件、最迟缴费期

限、申请流程等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稳定滞留湖北未返京人员劳动关系有关

措施的通知（京人社办字〔2020〕30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2日）：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12_1697810.html 

要点提示：用人单位不得在滞留湖北期间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满的应顺延至对方返

京以后协商处理；滞留湖北人员能够灵活办公的，或者带薪年休假的，以及因出差滞留湖

北的，用人单位应支付正常工资；及不能正常劳动的滞留人员的工资支付标准 

 

2. 上海市 

（一）综合 

关于印发上海市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沪府规

〔2020〕3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0日）（附政策解读）： 

原文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0800/nw42944/nw48506/u26aw6347

8.html 

政策解读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41893/nw42228/u21aw1423957.html 

要点提示：出台 28条综合措施，包括税收优惠、金融支持、减免租金、免除定期定额个

体工商户税收负担、下调职工医保费率等，落实到各责任单位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外贸企业稳定发展的政策措施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7日）：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64441.html 

要点提示：出台支持外贸企业发展的 11个方面措施，例如加大融资支持（将保单融资覆

盖范围从年出口 5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扩大到 3000万美元以下；企业新申请的融资担保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cjd/202003/t20200308_1682621.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08_1682600.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3/t20200312_1697810.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0800/nw42944/nw48506/u26aw63478.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0800/nw42944/nw48506/u26aw63478.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41893/nw42228/u21aw1423957.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644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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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降至 0.5%，再担保费率减半征收）、简化行政审批（企业开展指定业务时，海关申报

时限在原基础上顺延 1个月）、优化跨境金融结算（对进口防疫物资的，可特事特办，简

化购付汇手续）、推进进出口许可备案无纸化办理、完善“单一窗口”功能（上年出口额

500万美元及以下小微企业可在单一窗口办理信用保险服务），落实到各责任单位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阶段性降低本市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复市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7日）：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64440.html 

要点提示：阶段性降低电费，自 2020年 2月至 6月，对非高耗能行业用户以外的电力用

户按原电价 95%结算 

 

（二）税务海关 

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税收政策措施操作细则（一） 

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税收政策措施操作细则（二）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9日）： 

https://www.tax.sh.gov.cn/xwdt/ztzl/zhl/fkyq/czjd/202002/t452180.html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0日）： 

https://www.tax.sh.gov.cn/xwdt/ztzl/zhl/fkyq/czjd/202002/t452248.html 

要点提示：疫情期间复工返岗财政补贴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公司为保

护员工上班安全购入的防疫用品支出，可作为劳动保护支出在所得税前扣除；对定期定额

纳税的个体工商户，统一调减核定定额；延期申报纳税的条件和具体操作 

 

上海海关疫情防控物资进口通关指南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0日）： 

http://fgw.sh.gov.cn/fzgggz/qlfkyqqcbw/fjzc/qlqcqygjyq/37706.htm 

要点提示：包括进口疫情防控物资如何通关，捐赠物资如何免税、上海市内受赠人范围等

具体内容 

 

关于对生活服务业中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缴费人实施财政补贴政策的公告（上海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公告 2020年第 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2日）： 

https://www.tax.sh.gov.cn/zcfw/zcfgk/ykgf/202002/t452286.html 

要点提示：对生活服务业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缴费人，按 100%比例给予财政补贴，附申请书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全程网上办清单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4日）： 

http://tax.sh.gov.cn/xxgk/tzgg/202002/t452319.html 

要点提示：梳理了第一批 201个网上办税事项和办理渠道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64440.html
https://www.tax.sh.gov.cn/xwdt/ztzl/zhl/fkyq/czjd/202002/t452180.html
https://www.tax.sh.gov.cn/xwdt/ztzl/zhl/fkyq/czjd/202002/t452248.html
http://fgw.sh.gov.cn/fzgggz/qlfkyqqcbw/fjzc/qlqcqygjyq/37706.htm
https://www.tax.sh.gov.cn/zcfw/zcfgk/ykgf/202002/t4522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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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税收政策措施操作细则（三） 

网址链接（2020 年 2月 21日）： 

https://www.tax.sh.gov.cn/xwdt/ztzl/zhl/fkyq/czjd/202002/t452442.html 

要点提示：提供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电子税务局链接 

 

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税收政策措施操作细则（四）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5日）： 

https://www.tax.sh.gov.cn/xwdt/ztzl/zhl/fkyq/czjd/202002/t452495.html 

要点提示：疫情防控纳税申报的热点问答 

 

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税收政策措施操作细则（五）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6日）： 

https://www.tax.sh.gov.cn/xwdt/ztzl/zhl/fkyq/czjd/202002/t452518.html 

要点提示：免税发票的开具指引 

 

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税收政策措施操作细则（六）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6日）： 

https://www.tax.sh.gov.cn/xwdt/ztzl/zhl/fkyq/czjd/202002/t452519.html 

要点提示：免税政策如何申报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全程网上办清单（第二批）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1日）： 

http://tax.sh.gov.cn/xxgk/tzgg/202003/t452781.html 

要点提示：新增了 39个可全程网上办理的涉税缴费事项和办理渠道 

 

（三）财政金融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经费保障政策的通知（沪财社〔2020〕6号）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6日）：

https://www.czj.sh.gov.cn/zys_8908/zcfg_8983/zcfb_8985/shbz_9024/202001/t20200

126_181913.shtml 

要点提示：根据财社〔2020〕2号要求，落实患者医疗费用补助和参加防疫工作人员临时

性补助等 

 

关于贯彻落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事项的

通知（沪财税〔2020〕8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s://www.tax.sh.gov.cn/xwdt/ztzl/zhl/fkyq/czjd/202002/t452442.html
https://www.tax.sh.gov.cn/xwdt/ztzl/zhl/fkyq/czjd/202002/t452495.html
https://www.tax.sh.gov.cn/xwdt/ztzl/zhl/fkyq/czjd/202002/t452518.html
https://www.tax.sh.gov.cn/xwdt/ztzl/zhl/fkyq/czjd/202002/t452519.html
http://tax.sh.gov.cn/xxgk/tzgg/202003/t452781.html
https://www.czj.sh.gov.cn/zys_8908/zcfg_8983/zcfb_8985/shbz_9024/202001/t20200126_181913.shtml
https://www.czj.sh.gov.cn/zys_8908/zcfg_8983/zcfb_8985/shbz_9024/202001/t20200126_181913.shtml


信息分类: 机密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Confidential 

http://www.czj.sh.gov.cn/zys_8908/zcfg_8983/zcfb_8985/gkgl_8991/sfglhfsgl/2020

02/t20200210_182005.shtml 

要点提示：免征本市药品和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并对已征缴的收费及时清算退付 

 

上海市财政局等关于本市全力防控疫情对企业加大财政支持金融服务力度相关措施的通知

（沪财发〔2020〕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0日）：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614/nw48615/u21aw1424182.htm

l 

要点提示：重点企业专项金融信贷支持、财政贴息支持等具体措施，附贷款贴息资金申请

表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关于落实沪府规（2020）3号文的操作口径和说明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2日）： 

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516/nw48580/nw48588/u21aw1424675.ht

ml 

要点提示：对 3号文中的金融支持政策，明确具体操作和责任单位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关于印发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征用企

业政策性亏损补贴操作细则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2日）：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516/nw48580/nw48588/u21aw142

4676.html 

要点提示：明确补贴申请和审核方式，附申请表 

 

上海银保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支持企业发展保障民生服务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0日）：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614/nw48615/u21aw1424179.htm

l 

要点提示：暂缓受疫情影响困难人员信贷还款；鼓励银行做好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贷款服

务，以及适当减免利息等 

 

本市外贸企业应对疫情扩大防控物资进口相关支持政策措施指引（第一批）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8日）：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614/nw48615/u21aw1426151.htm

l 

要点提示：相关外贸企业被征用外销转内销的，不承担增加的税收负担；给予专项金融信

贷支持；捐赠进口物资的通关程序等 

http://www.czj.sh.gov.cn/zys_8908/zcfg_8983/zcfb_8985/gkgl_8991/sfglhfsgl/202002/t20200210_182005.shtml
http://www.czj.sh.gov.cn/zys_8908/zcfg_8983/zcfb_8985/gkgl_8991/sfglhfsgl/202002/t20200210_182005.s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614/nw48615/u21aw1424182.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614/nw48615/u21aw1424182.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516/nw48580/nw48588/u21aw1424675.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516/nw48580/nw48588/u21aw1424675.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516/nw48580/nw48588/u21aw1424676.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516/nw48580/nw48588/u21aw1424676.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614/nw48615/u21aw1424179.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614/nw48615/u21aw1424179.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614/nw48615/u21aw1426151.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614/nw48615/u21aw14261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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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减免中小企业房屋租金相关工作的

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4日）：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614/nw48615/u21aw1431500.htm

l 

要点提示：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出租给中小企业的，免收 2020年 2月和 3月的房屋租金；

并提供办理程序 

 

（四）人社    

（http://rsj.sh.gov.cn/12333web/rdzt/2020xgyq/）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减轻企业负担若干政策的通知（沪人社办

〔2020〕4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4日）： 

http://rsj.sh.gov.cn/201712333/xxgk/flfg/qtxfw/202002/t20200205_1303042.shtml 

要点提示：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返还失业保险费；延缴缓缴社会保险费；给予职工培训费补

贴 

 

关于做好本市受疫情影响企业职工线上职业培训补贴工作的通知（沪人社职〔2020〕49

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6日）： 

http://rsj.sh.gov.cn/201712333/xxgk/flfg/qtxfw/202002/t20200207_1303084.shtml 

要点提示：明确职工培训费补贴的对象范围、申报和审核方式等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实施支持保障措施的通知（沪

人社办〔2020〕38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9日）： 

http://fgw.sh.gov.cn/fzgggz/qlfkyqqcbw/fjzc/zlzhhqwggz/37695.htm 

要点提示：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关系、员工工资等事项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本市稳就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沪人社就〔2020〕5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9日）： 

http://rsj.sh.gov.cn/201712333/xxgk/flfg/qtxfw/202002/t20200209_1303094.shtml 

要点提示：基于人社部明电〔2020〕2号明确部分事项，如：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力度、创

业孵化示范基地减免房租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614/nw48615/u21aw1431500.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614/nw48615/u21aw1431500.html
http://rsj.sh.gov.cn/12333web/rdzt/2020xgyq/
http://rsj.sh.gov.cn/201712333/xxgk/flfg/qtxfw/202002/t20200205_1303042.shtml
http://rsj.sh.gov.cn/201712333/xxgk/flfg/qtxfw/202002/t20200207_1303084.shtml
http://fgw.sh.gov.cn/fzgggz/qlfkyqqcbw/fjzc/zlzhhqwggz/37695.htm
http://rsj.sh.gov.cn/201712333/xxgk/flfg/qtxfw/202002/t20200209_130309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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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医疗保障局、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 2020年阶段性降

低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费率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0日）：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614/nw48615/u21aw1424053.html 

要点提示：暂将职工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下调 0.5个百分点 

 

关于本市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沪公积金管委会

〔2020〕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3日）： 

http://m.shgjj.com/html/xxgk/zcfg/gjjgwhgjjzx/albpl/qt/202389.html 

要点提示：企业可申请缓缴期限为 2020年 2月至 6月；继续执行降低缴存比例政策 

 

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印发《关于本市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

支持政策的通知实施细则》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3日）：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614/nw48615/u21aw1431370.htm

l 

要点提示：包含企业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的申请流程 

 

2020年上海市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问答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7日）： 

http://www.rsj.sh.gov.cn/201712333/xxgk/zcjd/01/202003/t20200309_1303700.shtml 

要点提示：包含可申请稳岗返还的条件、申请时间、申请方式等问题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本市实施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

通知（沪人社基〔2020〕77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5日）： 

http://www.rsj.sh.gov.cn/201712333/xxgk/flfg/qtxfw/202003/t20200313_1303820.sh

tml 

要点提示：落实人社部发〔2020〕11号的规定，2020年 2月至 6月对中小微企业免征企

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三项社保单位缴费，2月至 4月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受疫情影

响困难的企业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保，缓缴期限不超过 6个月 

 

关于继续阶段性降低本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沪人社规〔2020〕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5日）： 

http://www.rsj.sh.gov.cn/201712333/xxgk/flfg/gfxwj/shbx/03/202003/t20200316_13

03862.shtml 

http://m.shgjj.com/html/xxgk/zcfg/gjjgwhgjjzx/albpl/qt/202389.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614/nw48615/u21aw1431370.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32419/nw48614/nw48615/u21aw1431370.html
http://www.rsj.sh.gov.cn/201712333/xxgk/zcjd/01/202003/t20200309_1303700.shtml
http://www.rsj.sh.gov.cn/201712333/xxgk/flfg/qtxfw/202003/t20200313_1303820.shtml
http://www.rsj.sh.gov.cn/201712333/xxgk/flfg/qtxfw/202003/t20200313_1303820.shtml
http://www.rsj.sh.gov.cn/201712333/xxgk/flfg/gfxwj/shbx/03/202003/t20200316_1303862.shtml
http://www.rsj.sh.gov.cn/201712333/xxgk/flfg/gfxwj/shbx/03/202003/t20200316_13038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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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2020年 5月至 2021年 4月，本市失业保险继续执行 1%的缴费比例，其中单位

缴费比例 0.5%；同期，本市一类至八类行业用人单位工伤保险基准费率在国家规定基础上

下调 20% 

 

3. 天津市 

（一）综合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进一步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津政办发〔2020〕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gk.tj.gov.cn/gkml/000125022/202002/t20200207_86800.shtml 

要点提示：出台 21条综合措施，包括加快行政审批（例如 24小时内办结防控项目审

批）、加大创业担保支持（例如给予最高 30万元 3年担保贷款和全额贴息）、提供金融

支持（例如对受影响企业提供展期、无本续贷）、给予科研贴息支持等，落实到具体责任

单位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克服疫情影响保持健

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津政办规〔2020〕3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6日）： 

http://tianjin.chinatax.gov.cn/11200000000/0100/010003/20200316114352298.shtml 

要点提示：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的 27项措施，包括阶段性减免税费和社保政策（例如免

征污水处理费和城市道路占用费）、促进就业稳岗（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

业补贴）、减轻企业成本（例如水价和电价降低、承租国有经营用房的企业房租三免三减

半）、强化金融支持（新增融资担保费率降到 1%以下）等，落实到各责任单位 

 

（二）税务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关于在防控病毒期间办税缴费事项的通告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31日）：

http://www.tjsat.gov.cn/11200000000/0100/010003/20200131174236944.shtml 

要点提示：提供“非接触式”办税缴费的多种方式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关于 2020年 2月申报纳税期限延长后税控开票软件使用有关

问题的说明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5日）： 

http://www.tjsat.gov.cn/11200000000/0100/010003/20200205105840826.shtml 

要点提示：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涉及 2020年 2月份法定申报纳税期限的，同步延长

至 2月 24日 

 

http://gk.tj.gov.cn/gkml/000125022/202002/t20200207_868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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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类: 机密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Confidential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关于印发《天津市打赢新冠病毒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税费政策操作细则》的通知（津税函〔2020〕1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2日）： 

http://www.tjsat.gov.cn/11200000000/0100/010003/20200212143424663.shtml 

要点提示：确保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减免（包括税收优惠办理流程、填报报表）；纳税

困难的中小企业延期申报（包括申请标准、报送资料）；临时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包括申请标准、报送资料）；公益性捐赠支出税前扣除的扣除凭证等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关于发布全程网上办清单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5日）： 

http://tianjin.chinatax.gov.cn/11200000000/0100/010003/20200225085314700.shtml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关于明确补办延期申报手续时限的通告（2020年第 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6日）： 

http://tianjin.chinatax.gov.cn/11200000000/0100/010003/20200226181741359.shtml 

要点提示；到 2020年 2月 28日仍无法办理纳税申报或延期申报的纳税人，可在我市疫情

得到控制或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后 10个工作日内补办 

 

（三）财政金融 

天津市财政局等六部门关于贯彻落实《财政部等五部门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强化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的通知（津财金〔2020〕1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3日）： 

http://cz.tj.gov.cn/art/2020/2/13/art_18_65210.html 

要点提示：落实财金〔2020〕5号文件内容，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

提供贷款贴息和专项再贷款发放等资金支持，并规定办理流程 

 

天津市财政局关于打赢新冠肺炎阻击战促进经济发展措施的相关细则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3日）： 

http://cz.tj.gov.cn/art/2020/2/13/art_48_65205.html 

要点提示：含津政办发〔2020〕1号文件第 7项“减免中小企业房租政策”细则；津政办

发〔2020〕1号文件第 19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细则；其他相关政策的资金拨付流程 

 

疫情防控期间财政政策明白纸和措施细则（第一期）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7日）： 

http://cz.tj.gov.cn/col/col3401/index.html 

要点提示：分别关于十条财政支持政策的具体实施细则，如承租国有资产经营用房的中小

企业减免房租、企业购买升级设备给予技改补贴 

 

http://www.tjsat.gov.cn/11200000000/0100/010003/202002121434246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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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类: 机密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Confidential 

关于印发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促进就业若干举措的通知（津人社办发〔2020〕39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8日）： 

http://hrss.tj.gov.cn/ecdomain/framework/tj/mciakmldehicbbodidnlmldmhkighpdn/l

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hedemg.do?isfloat=1&disp_template=ccnjmfhhefpibbodjem

cncephdmpjlhn&fileid=20200308143547637&moduleIDPage=l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

hedemg&siteIDPage=tj&infoChecked=0 

要点提示：阶段性减免缓社会保险费；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放宽裁员率要求）；给予企业

吸纳就业补贴；给予创业支持补贴；给予企业返岗复工包车费补贴等，落实到各责任单位 

 

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给予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优惠政策实施细则

的通知（津财防控〔2020〕43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7日）： 

http://cz.tj.gov.cn/art/2020/3/17/art_18_66925.html 

要点提示：落实津政办规〔2020〕3号的规定，明确房租减免政策适用范围、适用期限、

承租方资格确认标准、适用条件等 

 

（四）人社 

市人社局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津人

社办发〔2020〕9号）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5日）：

http://hrss.tj.gov.cn/ecdomain/framework/tj/mciakmldehicbbodidnlmldmhkighpdn/l

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hedemg.do?isfloat=1&disp_template=ccnjmfhhefpibbodjem

cncephdmpjlhn&fileid=20200127104354888&moduleIDPage=l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

hedemg&siteIDPage=tj&infoChecked=0 

要点提示：职工因疫情未能返岗期间，企业按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支付，不得解除劳动合

同；职工在国家规定的医疗期内，病假工资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80%；对符合条

件的稳岗企业，返还上年度失业保险费的 50% 

 

市人社局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做好工伤保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津（人社办发〔2020〕18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日）： 

http://hrss.tj.gov.cn/ecdomain/framework/tj/mciakmldehicbbodidnlmldmhkighpdn/l

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hedemg.do?isfloat=1&disp_template=ccnjmfhhefpibbodjem

cncephdmpjlhn&fileid=20200201181154975&moduleIDPage=l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

hedemg&siteIDPage=tj&infoChecked=0 

要点提示：对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原则上当日申报当日受理当日

作出工伤认定，相关救治费用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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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rss.tj.gov.cn/ecdomain/framework/tj/mciakmldehicbbodidnlmldmhkighpdn/l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hedemg.do?isfloat=1&disp_template=ccnjmfhhefpibbodjemcncephdmpjlhn&fileid=20200127104354888&moduleIDPage=l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hedemg&siteIDPage=tj&infoChecked=0
http://hrss.tj.gov.cn/ecdomain/framework/tj/mciakmldehicbbodidnlmldmhkighpdn/l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hedemg.do?isfloat=1&disp_template=ccnjmfhhefpibbodjemcncephdmpjlhn&fileid=20200127104354888&moduleIDPage=l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hedemg&siteIDPage=tj&infoCheck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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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类: 机密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Confidential 

市人社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委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就业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津人社办发〔2020〕29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1日）： 

http://hrss.tj.gov.cn/ecdomain/framework/tj/mciakmldehicbbodidnlmldmhkighpdn/l

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hedemg.do?isfloat=1&disp_template=ccnjmfhhefpibbodjem

cncephdmpjlhn&fileid=20200221143911257&moduleIDPage=l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

hedemg&siteIDPage=tj&infoChecked=0 

要点提示；落实重点企业用工输送补贴（每人最高 600元标准）；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

业返还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 50%；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最高 30万元） 

 

市人社局等七部门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20〕

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9日）： 

http://hrss.tj.gov.cn/ecdomain/framework/tj/mciakmldehicbbodidnlmldmhkighpdn/l

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hedemg.do?isfloat=1&disp_template=ccnjmfhhefpibbodjem

cncephdmpjlhn&fileid=20200309113427735&moduleIDPage=l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

hedemg&siteIDPage=tj&infoChecked=0 

要点提示：落实人社部发〔2020〕11号文件，2020年 2月至 6月对中小微企业免征企业

养老、失业、工伤保险三项社保单位缴费，2月到 4月对大型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减半征

收；受疫情影响困难企业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保，缓缴期限不超过 6个月（提供了缓缴申请

方式和申请表附件） 

 

市医保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税务局关于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津医保局发〔2020〕18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6日）： 

http://tianjin.chinatax.gov.cn/11200000000/0100/010003/20200316111145492.shtml 

要点提示：落实医保发〔2020〕6号的政策，2020年 2月至 6月，对职工医保单位缴费部

分减半征收，减征期限为 5个月 

 

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关于做好企业吸纳登记失业人员一次性就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津人

社办发〔2020〕46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7日）： 

http://hrss.tj.gov.cn/ecdomain/framework/tj/mciakmldehicbbodidnlmldmhkighpdn/l

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hedemg.do?isfloat=1&disp_template=ccnjmfhhefpibbodjem

cncephdmpjlhn&fileid=20200317104009018&moduleIDPage=l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

hedemg&siteIDPage=tj&infoChecked=0 

要点提示：明确企业一次性就业补贴发放的相关规定，包括申报条件、补贴标准、经办流

程等，附件含补贴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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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rss.tj.gov.cn/ecdomain/framework/tj/mciakmldehicbbodidnlmldmhkighpdn/l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hedemg.do?isfloat=1&disp_template=ccnjmfhhefpibbodjemcncephdmpjlhn&fileid=20200309113427735&moduleIDPage=l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hedemg&siteIDPage=tj&infoCheck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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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ianjin.chinatax.gov.cn/11200000000/0100/010003/20200316111145492.shtml
http://hrss.tj.gov.cn/ecdomain/framework/tj/mciakmldehicbbodidnlmldmhkighpdn/l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hedemg.do?isfloat=1&disp_template=ccnjmfhhefpibbodjemcncephdmpjlhn&fileid=20200317104009018&moduleIDPage=l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hedemg&siteIDPage=tj&infoChecked=0
http://hrss.tj.gov.cn/ecdomain/framework/tj/mciakmldehicbbodidnlmldmhkighpdn/l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hedemg.do?isfloat=1&disp_template=ccnjmfhhefpibbodjemcncephdmpjlhn&fileid=20200317104009018&moduleIDPage=llhglblnkgjkbboejpinpopkpbhedemg&siteIDPage=tj&infoCheck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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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庆市 

（一）综合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二

十条政策措施（渝府办发〔2020〕1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5日）： 

http://www.cq.gov.cn/zwgk/fdzdgknr/lzyj/qtgw/202002/t20200204_4786646.html 

要点提示：支持中小企业出台 20条综合措施，包括加快行政审批（例如采购防疫进口物

资无需审批）、减免税费和其他成本（例如对有困难的中小企业减免不少于 2个月的房产

税和土地使用税）、加大资金保障（例如对特定企业贷款利率下浮 10%）等，落实到各责

任单位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生产经营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渝府办发〔2020〕2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3日） 

http://www.cq.gov.cn/zwgk/fdzdgknr/lzyj/xzgfxwj/szfbgt_38656/202003/t20200304_

5563530.html 

要点提示：出台 40条综合措施，包括金融支持（例如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原有贷款利率

下浮 10%以上，开展定向授信贷款，最高贷款额度 200万元）；财税支持（例如给予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不超过销售额的 5%一次性补助）；降低经营成本（例如阶段性降低部分行业

的用电、用水、用气成本，缓缴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落实到各责任单位 

 

（二）税务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 2020年 2月份疫情防控期间办税缴费有关事项的通告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30日）：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xxgk/tzgg/202001/t20200130_308446.html 

要点提示：2月纳税申报期限延长，提供“非接触式”办税缴费的多种方式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支持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优化税

收服务的通知（渝税发〔2020〕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6日）：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zxwj/202002/t20200206_308537.html 

要点提示：归纳了 10点税收优惠政策和服务，例如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落实公益捐赠

税前扣除、发票领购、加快退税进度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增值税优惠政策汇编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9日）：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xwdt/xmt/202002/t20200209_308560.html 

http://www.cq.gov.cn/zwgk/fdzdgknr/lzyj/qtgw/202002/t20200204_4786646.html
http://www.cq.gov.cn/zwgk/fdzdgknr/lzyj/xzgfxwj/szfbgt_38656/202003/t20200304_5563530.html
http://www.cq.gov.cn/zwgk/fdzdgknr/lzyj/xzgfxwj/szfbgt_38656/202003/t20200304_5563530.html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xxgk/tzgg/202001/t20200130_308446.html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zxwj/202002/t20200206_308537.html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xwdt/xmt/202002/t20200209_308560.html


信息分类: 机密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Confidential 

要点提示：重庆税务总结了增值税相关的优惠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税费政策操作问答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5日）： 

（一）货物与劳务税部分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rdwd/zzs/202002/t20200215_308751.h

tml 

（二）所得税部分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rdwd/qt/202002/t20200215_308752.ht

ml 

（三）出口退税部分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rdwd/qt/202002/t20200215_308753.ht

ml 

（四）地方税费部分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rdwd/qt/202002/t20200215_308754.ht

ml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关于发布“非接触式”网上办税清单和线下预约办税清单的通

告（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通告 2020年第 3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6日）：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xxgk/tzgg/202002/t20200216_308761.html 

要点提示：提供“非接触式”网上办税清单（附件 1）和线下预约办税清单（附件 2），以

及申请预约办理的各种联系方式（附件 3） 

 

（三）财政金融 

重庆市财政局等 8部门关于落实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渝财

产业〔2020〕10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9日）： 

http://czj.cq.gov.cn/html/xxgk/gsgg/ywgg/content-28617.shtml 

要点提示：落实“对受疫情影响的困难中小微企业给予不超过基准利率 50%的贷款贴息”

政策，明确适用条件、贴息期限、比例和金额等规定，并提供申报流程指引 

 

（四）人社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4个部门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做好社会

保险费缓缴工作的通知（渝人社发〔2020〕7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2日）： 

http://rlsbj.cq.gov.cn/c/2020-02-12/526910.shtml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rdwd/zzs/202002/t20200215_308751.html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rdwd/zzs/202002/t20200215_308751.html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rdwd/qt/202002/t20200215_308752.html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rdwd/qt/202002/t20200215_308752.html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rdwd/qt/202002/t20200215_308753.html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rdwd/qt/202002/t20200215_308753.html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rdwd/qt/202002/t20200215_308754.html
http://chongqing.chinatax.gov.cn/cqtax/zcwj/rdwd/qt/202002/t20200215_3087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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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zj.cq.gov.cn/html/xxgk/gsgg/ywgg/content-28617.shtml
http://rlsbj.cq.gov.cn/c/2020-02-12/5269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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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允许满足条件的企业缓缴 2020年第 1季度的社会保险费，并规定具体处理方

式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重庆市统计关于

做好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有关工作的通知（渝人社发〔2020〕19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8日）（含政策解读）： 

原文 http://rlsbj.cq.gov.cn/c/2020-03-18/527469.shtml 

政策解读 http://rlsbj.cq.gov.cn/c/2020-03-18/527468.shtml 

要点提示：2020年 2月至 6月对中小微企业免征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三项社保单位

缴费，2月至 4月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受疫情影响困难的企业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保，缓

缴期限不超过 6个月 

 

5. 江苏省 

（一）综合 

省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推动经济循环畅通和稳定持续发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苏政发〔2020〕15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2日）：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0/2/12/art_46143_8970090.html 

要点提示：出台 50条综合性措施，包括实施临时性电价扶持（例如按实际暂停用电天数

减免基本电费）；对防疫物资生产企业，确保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优先核准延

期缴纳税款；给予疫情防控相关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定额补助；对满足条件的服务业企

业，给予 1－3个月的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贴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中小企业缓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政

策措施的通知（苏政办发〔2020〕5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2日）：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0/2/12/art_46144_8970100.html 

要点提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出台 22条综合性措施，包括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各项成本支

出给予优惠和补助；加强信贷投放和融资便利；缓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

缓缴期最长 6个月等；落实到各责任单位 

 

（二）税务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办税服务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7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1/27/art_8274_287127.html 

要点提示：提供“非接触式”办税缴费的多种方式 

 

http://rlsbj.cq.gov.cn/c/2020-03-18/527469.shtml
http://rlsbj.cq.gov.cn/c/2020-03-18/527468.shtml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0/2/12/art_46143_8970090.html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0/2/12/art_46144_8970100.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1/27/art_8274_2871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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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优化纳税缴

费服务的再次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31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1/31/art_8274_287188.html 

要点提示：延长 2月份纳税申报期限；提供发票相关服务的指引；提供自然人车购税通过

电子税务局办理服务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主动作为 精准施策 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5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5/art_8274_287360.html 

要点提示：包括 12项税收优惠政策和服务，例如落实公益捐赠税前扣除和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一线防护工作人员可暂缓 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等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指引简明汇编（一）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2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2/art_8349_289715.html 

要点提示：江苏省税务局对截至 2月 29日的相关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的梳理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延长 2020年 3月纳税申报期限的通告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4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4/art_8274_289930.html 

要点提示：2020年 3月份纳税申报期限延长至 3月 23日 

 

（三）财政金融 

关于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支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苏财基金〔2020〕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0日）：

http://czt.jiangsu.gov.cn/art/2020/2/10/art_51216_8967338.html 

要点提示：对所投企业因疫情影响出现业绩困难的，通过延展期限、调整业绩条款等方式

分担风险；鼓励加大对中小企业、科创企业的投资力度 

 

省财政安排 1亿元支持文旅企业应对疫情防控期间经营困难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8日）： 

http://czt.jiangsu.gov.cn/art/2020/2/18/art_51181_8976347.html 

要点提示：提前下达 2020年旅行社奖补资金；奖励 90家绿色网吧企业发展；省级旅游产

业发展基金 2019年已投放贷款项目，免除 2020年 1-6月份利息，对有还贷压力的旅游企

业可延长不超过一年的还款期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1/31/art_8274_287188.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5/art_8274_2873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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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引导金融强化服务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通知（苏

财金〔2020〕1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4日） 

http://czt.jiangsu.gov.cn/art/2020/2/24/art_51172_8982251.html 

要点提示：对符合条件的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的企业，由中央财政按企业实际获得贷款利

率的 50%进行贴息，贴息期限 1年；对疫情防控医用行业企业 2020年 1月至 6月新增贷

款，省财政给予不高于 50%的贴息；设立防疫风险代偿资金池，对特定企业 1000万元以内

的贷款提供不高于 30%的风险代偿 

 

关于应对疫情影响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5日）： 

http://czt.jiangsu.gov.cn/art/2020/2/25/art_51169_8984172.html 

要点提示：包含减免的范围和时间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公告 （苏财税 

〔2020〕8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5日）： 

http://czt.jiangsu.gov.cn/art/2020/3/5/art_51163_8996879.html 

要点提示：对小规模纳税人，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交通运输、旅游

等行业纳税人，暂免征收 2020年上半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四）人社 

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社会保

险经办工作的通知（苏人社明电﹝2020﹞1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3日）： 

http://jsrlzyshbz.jiangsu.gov.cn/art/2020/2/3/art_77043_8959813.html 

要点提示：确保各项社会保险费按时足额发放；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伤治疗费用符合

条件的，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允许延期办理社会保险费业务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 省税务局 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 （苏

人社〔2020〕7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3日）： 

http://jshrss.jiangsu.gov.cn/art/2020/3/3/art_57242_5597.html 

要点提示：2020年 2月至 6月，免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

险）单位缴费；2020年 2月至 4月，减半征收大型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其

他参保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  

 

http://czt.jiangsu.gov.cn/art/2020/2/24/art_51172_8982251.html
http://czt.jiangsu.gov.cn/art/2020/2/25/art_51169_89841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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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医疗保障局 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阶段性减征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医保发〔2020〕1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3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13/art_8349_291078.html 

要点提示：落实医保发〔2020〕6号的规定，自 2020年 2月起，对医保单位缴费部分减半

征收，期限为 5个月，含具体工作措施  

 

江苏省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服务指南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3日）： 

http://czt.jiangsu.gov.cn/art/2020/3/13/art_7938_9011463.html 

要点提示：提供江苏省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服务指南，明确适用范围、办理流程、

单位划型等规定 

 

5.1 南京市 

（一）综合 

中共南京市委 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中小微企业稳定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宁委发〔2020〕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sw.nanjing.gov.cn/zyfb/37844/202002/t20200208_5987241.html 

要点提示：出台促进中小微企业稳定发展的 10项措施，包括财政支持（例如对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按其对地方的税收贡献额给予补助；中小微企业疫情期间就近采购技改设备

补助比例由 10%提高到 15%；对防疫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根据研发投入实际，给予每家最

高不超过 20万元的研发奖补）；对小微企业和防疫重点企业新增贷款贴息 3个月；对不

裁员或少裁员的企业返还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中小微企业可缓缴社保最长不超

过 6个月；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房租减免；落实到各责任单位 

 

（二）税务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税务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纳税缴费服务工作的通告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1/art_9161_287285.html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税务局疫情防控期间纳税人“不见面”办税流程操作指引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7/art_9161_287834.html 

 

关于印发《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实施法》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2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12/art_9161_288330.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13/art_8349_291078.html
http://czt.jiangsu.gov.cn/art/2020/3/13/art_7938_9011463.html
http://sw.nanjing.gov.cn/zyfb/37844/202002/t20200208_5987241.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1/art_9161_287285.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7/art_9161_287834.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12/art_9161_2883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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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小微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问答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3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13/art_9161_288326.html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税务局关于印发《南京市关于对参与疫情房租减免的纳税人给予房产

税困难减免的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宁税发〔2020〕10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7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17/art_9161_288531.html 

 

《南京市关于对参与疫情房租减免的纳税人给予房产税困难减免的实施细则（试行）》问

答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7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17/art_9161_288582.html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税务局关于发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税费政策文

件汇编》（第一版）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1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21/art_9161_289035.html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税务局关于发布《南京市税务局疫情防控税收政策操作指引》（第一

版）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1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21/art_9161_289036.html 

 

支持商贸流通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税费政策汇编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2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2/art_9719_289610.html 

 

支持中小微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税费政策汇编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2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2/art_9719_289617.html 

 

支持制造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税费政策汇编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2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2/art_9719_289614.html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税务局关于发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税费政策文

件汇编》（第二版）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1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13/art_9161_288326.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17/art_9161_288531.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17/art_9161_288582.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21/art_9161_289035.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21/art_9161_289036.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2/art_9719_289610.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2/art_9719_289617.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2/art_9719_2896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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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11/art_9161_290617.html 

 

南京市税务局发布《支持出口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出口退税政策汇编》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2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12/art_8460_290661.html 

 

关于印发《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2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12/art_9719_290672.html 

 

南京市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政策问答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2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12/art_9719_290673.html 

 

支持交通运输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相关税收政策汇编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2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13/art_9719_291005.html 

 

（三）财政金融 

南京出台“稳企十条”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0日）： 

http://czj.nanjing.gov.cn/njsczj/202002/t20200210_1788918.html 

要点提示：出台 10项措施，包括加大财政支持（例如给予防疫行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

奖补）；提供金融支持（例如对疫情防控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对特定企业返还上年

度缴纳失业保险的 50%；党政机关压缩公用经费等 

 

关于小微企业和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贴息实施细则（宁财金〔2020〕46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4日）： 

http://www.njcz.gov.cn/njsczj/202002/t20200217_1793003.html 

 

关于落实提前下达财政援企资金实施细则（宁财企〔2020〕47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4日）： 

http://czj.nanjing.gov.cn/njsczj/202002/t20200217_1793056.html 

 

南京市国资委、财政局关于落实宁委发〔2020〕4 号文减免困难中小微企业房租有关事项

的通知（宁国资委产〔2020〕18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4日） 

http://www.nanjing.gov.cn/zdgk/202002/t20200214_1791985.html 

http://www.nanjing.gov.cn/zdgk/202002/P020200214613602460920.pdf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11/art_9161_290617.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12/art_8460_290661.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12/art_9719_290672.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12/art_9719_290673.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13/art_9719_291005.html
http://czj.nanjing.gov.cn/njsczj/202002/t20200210_1788918.html
http://www.njcz.gov.cn/njsczj/202002/t20200217_1793003.html
http://czj.nanjing.gov.cn/njsczj/202002/t20200217_1793056.html
http://www.nanjing.gov.cn/zdgk/202002/t20200214_1791985.html
http://www.nanjing.gov.cn/zdgk/202002/P020200214613602460920.pdf


信息分类: 机密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Confidential 

 

（四）人社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社会保险经办工作的通告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31日）

http://rsj.nanjing.gov.cn/njsrlzyhshbzj/202002/t20200202_1784272.html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

实施办法》的通知（宁人社〔2020〕33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0日）： 

http://rsj.nanjing.gov.cn/njsrlzyhshbzj/202003/t20200310_1807439.html 

要点提示：关于 2020年 2月份已征收社保，对减免部分金额可在 3月份冲抵，冲抵剩余

部分一次性退回；困难企业申请缓缴的处理，缓缴执行期截止 2020年 12月底 

 

5.2 苏州市 

（一）综合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

意见（苏府〔2020〕15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日）：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002/28a9e96983d844549734a608dbd71742.

shtml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渡难关的

十条政策意见（苏府〔2020〕17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002/77aee3143a8e494c99b1ba0719c90229.

shtml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外贸企业稳定发展的政策意见

（苏府〔2020〕18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002/afc9cb69756a4f9ba91227574d9b6f5a.

shtml 

 

市政府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服务发展三项机制的通知（苏府〔2020〕19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0日）：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002/a8d3b69fdf9040d79edadd53dcb870a2.

shtml 

 

http://rsj.nanjing.gov.cn/njsrlzyhshbzj/202002/t20200202_1784272.html
http://rsj.nanjing.gov.cn/njsrlzyhshbzj/202003/t20200310_1807439.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002/28a9e96983d844549734a608dbd71742.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002/28a9e96983d844549734a608dbd71742.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002/77aee3143a8e494c99b1ba0719c90229.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002/77aee3143a8e494c99b1ba0719c90229.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002/afc9cb69756a4f9ba91227574d9b6f5a.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002/afc9cb69756a4f9ba91227574d9b6f5a.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002/a8d3b69fdf9040d79edadd53dcb870a2.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002/a8d3b69fdf9040d79edadd53dcb870a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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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服务业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意见

（苏府〔2020〕20 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0日）：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002/79421d363dd04f1987ec0e246fde8985.

shtml 

 

（二）税务海关 

苏州市区中小企业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相关问答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1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11/art_9363_288082.html 

 

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疫情防控期间纳税人“不见面”办税流程的通

告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3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13/art_9363_288353.html 

 

苏州市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系列问答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6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16/art_9363_291422.html 

 

（三）人社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工作的通知（苏人保〔2020〕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9日）： 

http://hrss.suzhou.gov.cn/jsszhrss/gsgg/202001/30e062930ef14b4c84ba19e9aebd4da

7.shtml 

 

苏州市区中小企业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相关问答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1日）：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11/art_9363_288082.html 

 

6. 湖北省 

（一）综合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财税支持政策的通知

（鄂政办发〔2020〕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6日）（附：政策解读）： 

需粘贴至浏览器 

http://www.hubei.gov.cn/zfwj/ezbf/202002/t20200206_2020390.shtml 

http://czt.hubei.gov.cn/fbjd/xxgkml/zcjd/202002/t20200206_2020372.shtml 

要点提示：整理了 17点财税支持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助、租金补贴等方面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002/79421d363dd04f1987ec0e246fde8985.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fwj/202002/79421d363dd04f1987ec0e246fde8985.s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11/art_9363_288082.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13/art_9363_288353.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3/16/art_9363_291422.html
http://hrss.suzhou.gov.cn/jsszhrss/gsgg/202001/30e062930ef14b4c84ba19e9aebd4da7.shtml
http://hrss.suzhou.gov.cn/jsszhrss/gsgg/202001/30e062930ef14b4c84ba19e9aebd4da7.shtml
http://jiangsu.chinatax.gov.cn/art/2020/2/11/art_9363_288082.html
http://www.hubei.gov.cn/zfwj/ezbf/202002/t20200206_2020390.shtml
http://czt.hubei.gov.cn/fbjd/xxgkml/zcjd/202002/t20200206_20203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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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有关政策

措施的通知（鄂政办发〔2020〕5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9日）： 

需粘贴至浏览器 

http://www.hubei.gov.cn/zfwj/ezbf/202002/t20200209_2022273.shtml 

要点提示：支持中小企业出台 18项政策，包括减轻企业负担（例如给予电费补贴和下调

工业用水及天然气价格）、加强信贷支持力度和降低融资成本（例如对特定企业的贷款利

率降低 10%）、减免税费和允许延期缴纳税款、增加就业补贴等，落实到各责任单位 

 

（二）税务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办税温馨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日）：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xxgk/tzgg/166189.htm 

要点提示：提供“非接触式”办税缴费的方式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关于延长 2020年 2月份申报纳税期限的通告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日）：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xwdt/ttxw/166193.htm 

要点提示：2020年 2月份申报纳税期限延长至 2020年 3月 6日 

 

湖北省税务局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货物劳务税涉税业务问答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2日）：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zcwj/rdwd/166632.htm 

要点提示：公司在武汉封城前购进的原材料因封城停业期间变质损坏的，属于因不可抗力

导致纳税人正常经营活动发生损失，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药品生产企业研发出创新

药，提供给患者免费使用，不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范围 

 

湖北省关于 抗击疫情的税费政策答疑 60问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7日）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wuhan/tzgg/sjtzgg/166640.html 

要点提示：汇集了各项税收优惠和征管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关于办理 2020年 2月份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温馨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9日）：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xxgk/tzgg/167136.htm 

要点提示：2月份纳税申报在 2020年 3月 6日前不能办理的，可在 3月 31日前继续办理 

 

http://www.hubei.gov.cn/zfwj/ezbf/202002/t20200209_2022273.shtml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xxgk/tzgg/166189.htm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xwdt/ttxw/166193.htm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zcwj/rdwd/166632.htm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wuhan/tzgg/sjtzgg/166640.html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xxgk/tzgg/1671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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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医疗保障局 湖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关于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费的通知（鄂医保发〔2020〕16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2日）：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zcwj/zxwj/169294.htm 

要点提示：落实医保发〔2020〕6号的规定，自 2020年 2月起，对医保单位缴费部分减半

征收，减征期限为 5个月；减征同时可继续缓缴，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6个月，缓缴期

间免收滞纳金 

 

（三）财政金融 

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鄂

发改财贸〔2020〕6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6日）：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zcwj/zxwj/171684.htm 

要点提示：明确企业名单管理工作的具体事项，包括可享受的税收政策、申报要求、申报

流程、后续名单管理等 

 

（四）人社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外出务工就业社保服务和疫情防控手册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4日）： 

需粘贴至浏览器 

http://rst.hubei.gov.cn/fbjd/dtyw/stfb/202002/t20200207_2020938.shtml 

要点提示：省内各类企业不早于 2月 20日复工；疫情期间的劳动关系处理（例如因疫情

特定原因不能工作的员工，企业应支付工作报酬并不得解除劳动合同；鼓励企业灵活稳

岗，符合条件的可享受补贴）；提供“非接触式”社保办理流程指引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关于我省阶段性

免征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实施意见（鄂人社发〔2020〕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8日）（附政策解读）： 

原文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zcwj/zxwj/167092.htm 

政策解读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zcwj/zcjd/167141.htm 

要点提示：2020年 2月至 6月，免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单位

缴费部分；困难企业可以申请缓缴免征期间个人应缴的社会保险费，也可在 7月份以后申

请缓缴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zcwj/zxwj/169294.htm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zcwj/zxwj/171684.htm
http://rst.hubei.gov.cn/fbjd/dtyw/stfb/202002/t20200207_2020938.shtml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zcwj/zxwj/167092.htm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zcwj/zcjd/1671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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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武汉市 

（一）综合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经营发展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

（武政办〔2020〕1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2日）：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szfxxgkml/fggw/bgtwj/202002/t20200

222_305392.html 
 

（二）税务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推行“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的温馨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3日）：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wuhan/tzgg/sjtzgg/166231.html 

要点提示：武汉市 2月份纳税申报期限延长至 3月 6日，并提供在线办税缴费方式 

 

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关于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优化纳税

缴费服务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4日）：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wuhan/tzgg/sjtzgg/166224.html 

要点提示：提供延期纳税申请流程和发票服务指引 

 

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加强疫情防控推行“非接触式”增值税抄报税网领发票等服务

的温馨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6日）：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wuhan/tzgg/sjtzgg/166334.html 

要点提示：提供“非接触式”增值税办税、税控系统咨询等指引 

 

武汉市抗击疫情助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税费政策汇编（完善版）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8日）：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wuhan/tzgg/sjtzgg/166659.html 

 

疫情防控及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税费政策汇编（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0日）： 

http://www.hb-n-tax.gov.cn/hbsw/wuhan/tzgg/sjtzgg/168795.html 

要点提示：包含最新出台的阶段性社保降费、医保降费政策、和阶段性减免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等政策；另有纳税服务部分，包括网上办税清单和问答 

 

（三）财政金融 

市财政局关于发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经营发展有关政策措施实施细则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9日）：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szfxxgkml/fggw/bgtwj/202002/t20200222_305392.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szfxxgkml/fggw/bgtwj/202002/t20200222_305392.html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wuhan/tzgg/sjtzgg/166231.html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wuhan/tzgg/sjtzgg/166224.html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wuhan/tzgg/sjtzgg/166334.html
http://hubei.chinatax.gov.cn/hbsw/wuhan/tzgg/sjtzgg/166659.html
http://www.hb-n-tax.gov.cn/hbsw/wuhan/tzgg/sjtzgg/1687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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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zj.wuhan.gov.cn/html/xwdt/tzgg/202003/t20200309_306363.shtml 

要点提示：关于减免中小企业承租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租金、财政贴息、加快兑现支持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的 3项措施实施细则 

 

（四）人社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维护劳动关系稳定工作的通知（武人社发

〔2020〕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9日）： 

http://rsj.wuhan.gov.cn/ldgx/6102.jhtml 

要点提示：职工因疫情原因无法工作的，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规定了不同情况下企业

支付员工工资的标准及安排员工休假的处理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武人社办

〔2020〕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30日）： 

http://rsj.wuhan.gov.cn//u/cms/www/202001/3013260530wp.pdf 

要点提示：确保各项社会保险费按时足额发放；落实网上办理和延期办理社会保险；因工

作感染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认定为工伤，确保及时享受工伤待遇 

 

市人社局关于印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职工养老保险退休待遇审核办理工作的实施意

见》等三个实施意见的通知（武人社办〔2020〕6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3日）： 

http://rsj.wuhan.gov.cn//u/cms/www/202002/03135541avjt.pdf 

要点提示：规范防疫期间职工养老保险退休待遇、工伤保险审核办理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武汉人社政策官方解读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3日）： 

http://rsj.wuhan.gov.cn/tzgg/6143.jhtml 

要点提示：整理了近期发布的政策，提供政策解读和办理流程指引，包括社保经办类、工

伤保险类、失业保险类、劳动关系类等 

 

关于用好用足社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积极应对疫情防控支持企业发展的通知（武人社发

〔2020〕5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6日）： 

http://rsj.wuhan.gov.cn/tzgg/6242.jhtml 

 

http://czj.wuhan.gov.cn/html/xwdt/tzgg/202003/t20200309_306363.shtml
http://rsj.wuhan.gov.cn/ldgx/6102.jhtml
http://rsj.wuhan.gov.cn/u/cms/www/202001/3013260530wp.pdf
http://rsj.wuhan.gov.cn/u/cms/www/202002/03135541avjt.pdf
http://rsj.wuhan.gov.cn/tzgg/6143.jhtml
http://rsj.wuhan.gov.cn/tzgg/6242.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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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和就业创业服务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武人社函〔2020〕11

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0日） 

http://rsj.wuhan.gov.cn/tzgg/6229.jhtml 

 

社会保险费缓缴申请书和缓缴还款协议书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7日）： 

http://rsj.wuhan.gov.cn/tzgg/6262.jhtml 

 

7. 广东省 

（一）综合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若干政策措

施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6日） 

http://www.gd.gov.cn/gdywdt/gdyw/content/post_2886230.html 

要点提示：出台 20条综合性措施，包括减免税费和其他成本（例如允许企业在疫情解除

后 3个月补办补缴社保，允许企业延长最多 3个月的缴税期限）；加大资金保障（例如对

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给予延期还贷、展期续贷、降低利率和减免利息支持，新增融资担保

费率不超过 1%，融资租赁公司酌情减免 6个月的租金利息）；加快行政审批（例如对采购

防疫进口物资确保通关“零延时”）等 

 

（二）税务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强化落实税务政策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  

（粤税发〔2020〕16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3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

02/03/content_031727a4932a4f8292d40d723754750d.shtml 

要点提示：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优先加快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优先核准延期纳税；

对抗疫医护人员的临时性工作补助不进行个人所得税申报，暂缓 2019年个人所得税汇算

清缴；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准予延期纳税申报和缴税；对因疫情影响不能按期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不予加收滞纳金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办税（费）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3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

02/03/content_f33dcc95d6e84f44bdfc88502c2a6015.shtml 

要点提示：提供“非接触式”电子办税渠道指引 

 

http://rsj.wuhan.gov.cn/tzgg/6229.jhtml
http://rsj.wuhan.gov.cn/tzgg/6262.jhtml
http://www.gd.gov.cn/gdywdt/gdyw/content/post_2886230.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02/03/content_031727a4932a4f8292d40d723754750d.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02/03/content_031727a4932a4f8292d40d723754750d.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02/03/content_f33dcc95d6e84f44bdfc88502c2a6015.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02/03/content_f33dcc95d6e84f44bdfc88502c2a60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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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纳税人使用电子办税渠道领用发票的温馨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3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

02/03/content_e1190ae5ddc1445fbd16eddb076332ee.shtml 

要点提示：提供发票领用电子渠道指引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延长 2020年 2月申报纳税期限的通告（国家税务总局广

东省税务局通告 2020年第 3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3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

02/03/content_cd664b8033e14cc6a54ddaec258eee51.shtml 

要点提示：2020年 2月份的法定申报纳税期限延长至 2月 24日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延长 2020年 2月份纳税申报期限有关事项的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通告 2020年第 6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9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tzgg/2020-

02/19/content_151b8126755e4ccdafb0c247ddf46205.shtml 

要点提示：2020年 2月份纳税申报期限进一步延长至 2月 28日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不予加收企业职工社会

保险费欠费滞纳金的通告（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通告 2020年第 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3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

02/03/content_94b8b7908dc94000a8181ef274038431.shtml 

要点提示：用人单位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时缴纳 2020年 1月社会保险费的，可延期至 2020

年 2月 29日前缴费，期间不加收滞纳金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时期纳税缴费咨询的温馨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3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

02/03/content_0269f1518ccf4d2b883a385ca7b9245e.shtml 

要点提示：提供纳税缴费多渠道咨询方式指引 

 

广东省税务局政策解读：疫情防控可以享受哪些税收政策？（第一版）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6日）：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wxw/2020-

02/06/content_cf2c41db8fcb4a829fb410efd784be70.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02/03/content_e1190ae5ddc1445fbd16eddb076332ee.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02/03/content_e1190ae5ddc1445fbd16eddb076332ee.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02/03/content_cd664b8033e14cc6a54ddaec258eee51.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02/03/content_cd664b8033e14cc6a54ddaec258eee51.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tzgg/2020-02/19/content_151b8126755e4ccdafb0c247ddf46205.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tzgg/2020-02/19/content_151b8126755e4ccdafb0c247ddf46205.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02/03/content_94b8b7908dc94000a8181ef274038431.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02/03/content_94b8b7908dc94000a8181ef274038431.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02/03/content_0269f1518ccf4d2b883a385ca7b9245e.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02/03/content_0269f1518ccf4d2b883a385ca7b9245e.shtml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wxw/2020-02/06/content_cf2c41db8fcb4a829fb410efd784be70.shtml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wxw/2020-02/06/content_cf2c41db8fcb4a829fb410efd784be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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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总结现行税收政策中，疫情防控涉及的税收支持政策措施，包括增值税税率调

整、期末留底税额退税、医药企业特殊政策、公益捐赠税前扣除、小微企业和受疫情影响

行业企业支持性政策等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办理税费事项的温馨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1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

02/11/content_1b34a8270ca642c480a0de2bbea431dd.shtml 

要点提示：纳税人通过网上申领发票和网上申请代开发票选择邮政配送服务的，免收邮寄

费用；企业因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时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失

业保险以及工伤保险的，可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补办补缴；纳税人受疫情影响未能

及时履行纳税义务的，不影响其纳税信用评价 

 

广东省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税费政策措施指引（第二版）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4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ssfggds/2020-

02/14/content_6a6cdb2cac5645a4add531ddbc1b907e.shtml 

要点提示：广东省税务局汇总 9方面的疫情防控支持性税收政策，并提供政策指引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延长 2020年 3月纳税申报期限的通告（国家税务总局广

东省税务局通告 2020年第 7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5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tzgg/2020-

03/05/content_6357ecf783e74b98a4218a7a9298a13b.shtml 

要点提示：2020年 3月份的纳税申报期限延长至 3月 23日 

 

广东省支持服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政策措施指引（第三版）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2日）：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sfggds/2020-

03/13/content_cf7e8c38bc95468598ed718531c48a78.shtml 

要点提示：广东省税务局在 2月 14日发布的第二版基础上，动态更新疫情防控支持性税

收政策 

 

（三）财政金融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贴息申报工作的通知（粤财金〔2020〕

1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3日）： 

http://czt.gd.gov.cn/tzgg/content/post_2893857.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02/11/content_1b34a8270ca642c480a0de2bbea431dd.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gsw_tzgg/2020-02/11/content_1b34a8270ca642c480a0de2bbea431dd.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sfggds/2020-02/14/content_6a6cdb2cac5645a4add531ddbc1b907e.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sfggds/2020-02/14/content_6a6cdb2cac5645a4add531ddbc1b907e.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tzgg/2020-03/05/content_6357ecf783e74b98a4218a7a9298a13b.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tzgg/2020-03/05/content_6357ecf783e74b98a4218a7a9298a13b.shtml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sfggds/2020-03/13/content_cf7e8c38bc95468598ed718531c48a78.shtml
http://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ssfggds/2020-03/13/content_cf7e8c38bc95468598ed718531c48a78.shtml
http://czt.gd.gov.cn/tzgg/content/post_28938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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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中央财政按企业实际获得贷款利率的 50%进行补贴

贴息期限不超过 1年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印发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和群众团体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事项操作指南的通知 （粤财税〔2020〕3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4日）： 

https://sqzc.gd.gov.cn/sqzc/m/cms/policy/policyinfo/5e58b9b80cf25d27598993fc 

要点提示：提供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操作指南，以及群众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认定操作指南 

 

（四）人社 

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做好劳动关系相关工作的通知（粤人社明电

〔2020〕13号）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5日）： 

http://hrss.gd.gov.cn/zwgk/xxgkml/gzdt/content/post_2879157.html 

要点提示：因疫情不能返工的，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因疫情不能返工的，企业应当视

同提供正常劳动并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享受稳岗补贴；企业因

疫情影响停工停产，未安排职工工作的，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支付职工生

活费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社会保险缴费和待遇相关工作的通知（粤人社函〔2020〕2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日）： 

http://hrss.gd.gov.cn/zwgk/gsgg/content/post_2881724.html 

要点提示：用人单位因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

保险费的，可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缴费，期间不加收滞纳金；用人单位未按时办理

参保缴费登记、申报交款、待遇申领等业务的，允许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补办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延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申报缴费时间的公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

2020年第 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6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ssfggds/2020-

02/13/content_86edc6601ad14ca380661f58491acf26.shtml 

要点提示：2020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时间延迟至从 2020年 5月 1日开始，

按月缴费的参保人 5月份缴纳 1-5月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 

 

https://sqzc.gd.gov.cn/sqzc/m/cms/policy/policyinfo/5e58b9b80cf25d27598993fc
http://hrss.gd.gov.cn/zwgk/xxgkml/gzdt/content/post_2879157.html
http://hrss.gd.gov.cn/zwgk/gsgg/content/post_2881724.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sfggds/2020-02/13/content_86edc6601ad14ca380661f58491acf26.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sfggds/2020-02/13/content_86edc6601ad14ca380661f58491acf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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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进一步稳定和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

〔2020〕1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1日）（含政策解读）： 

原文 http://www.gd.gov.cn/gdywdt/zwzt/yqfk/gdzxd/content/post_2903779.html 

政策解读 http://hrss.gd.gov.cn/zcfg/zcjd/content/post_2903788.html 

要点提示：允许企业在疫情解除后 3个月补办补缴社保；为支持稳定就业给予相关补贴类

政策（例如对生产、配送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的企业发放吸纳就业补贴）；加强信贷支持力

度和降低融资成本（例如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最高 500万元最长 3年的创业担保贷款，

并按基础利率 50%贴息）；促进就业开发 1000个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正常申报、暂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温馨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6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tzgg/2020-

02/26/content_070f639463e54b278f392c66bd27276a.shtml 

要点提示：为落实阶段性减免社保政策，在广东省具体办法出台前，建议用人单位按原做

法正常申报，但暂不缴纳社会保险费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

务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实施意见（粤人社发〔2020〕58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8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ssfggds/2020-

02/28/content_566abaa10bfe486b8cfe935b2acadd0e.shtml 

要点提示： 2020年 2月至 6月免征中小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单位缴

费部分，2020年 2月至 4月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并提供申报指引；2020年 2月至 6

月，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大于 6个月的统筹地区，职工医保单位缴费部

分可减半征收，减半征收政策结束后继续实施阶段性降费政策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费有关意见的通知（粤医保函〔2020〕6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3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ssfggds/2020-

03/04/content_ea1e88d0d3c249ecb8d630887a5c6a55.shtml 

要点提示：明确减半征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事项，包括减征期间的费率、个人缴费部

分延缴的规定 

 

http://www.gd.gov.cn/gdywdt/zwzt/yqfk/gdzxd/content/post_2903779.html
http://hrss.gd.gov.cn/zcfg/zcjd/content/post_2903788.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tzgg/2020-02/26/content_070f639463e54b278f392c66bd27276a.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tzgg/2020-02/26/content_070f639463e54b278f392c66bd27276a.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sfggds/2020-02/28/content_566abaa10bfe486b8cfe935b2acadd0e.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sfggds/2020-02/28/content_566abaa10bfe486b8cfe935b2acadd0e.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sfggds/2020-03/04/content_ea1e88d0d3c249ecb8d630887a5c6a55.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ssfggds/2020-03/04/content_ea1e88d0d3c249ecb8d630887a5c6a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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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广州市 

（一）综合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中小微企业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健康发展的十五

条措施的通知（穗府办规〔2020〕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www.gz.gov.cn/zwgk/fggw/sfbgtwj/content/post_5657070.html 

要点提示：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十五条措施，包括金融支持（例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

业原有贷款利率水平降低 10%以上、延长贷款周期、缓收或减免利息）；减轻企业负担

（例如对承租市属和区属国有企业物业的减免 2月份和 3月份物业租金、加大对电商平台

的配送车辆通行证、通行费减免等支持）；加大财政支持（例如 6月底前市级财政涉企补

贴资金拨付进度不低于 70%）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若干措施的通知（穗府规〔2020〕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4日）： 

http://www.gz.gov.cn/zwgk/fggw/szfwj/content/post_5687670.html 

要点提示：出台 10方面 48项支持性措施，包括保障物资供给（对防疫物资生产企业的新

增设备投资额补贴 50%）、加大企业帮扶力度（如金融支持，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贷款

本金给予延期偿还；减免企业租金；降低电价等）、对抗击疫情重点贡献企业给予 1000

万元一次性奖励等，落实到各责任单位 

 

（二）税务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关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办税温馨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30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

01/30/content_d4f3c0953cc042b3bd0b2b68a46c4b7e.shtml 

要点提示：提供涉税（费）业务“非接触式办理”多渠道指引 

 

国家税务局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温馨提醒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

02/07/content_735472bdb6734c0eb008742532458adb.shtml 

要点提示：对受疫情影响企业可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缴纳社保，期间不加收滞纳

金，延长期间待遇正常享受，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记录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关于印发《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全力落实支持疫情防控

政策的措施》的通知（穗税发〔2020〕1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1日）： 

http://www.gz.gov.cn/zwgk/fggw/sfbgtwj/content/post_5657070.html
http://www.gz.gov.cn/zwgk/fggw/szfwj/content/post_5687670.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01/30/content_d4f3c0953cc042b3bd0b2b68a46c4b7e.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01/30/content_d4f3c0953cc042b3bd0b2b68a46c4b7e.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02/07/content_735472bdb6734c0eb008742532458adb.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02/07/content_735472bdb6734c0eb008742532458ad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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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

02/11/content_5ccdf97c8bc54db1956984023dbd9a92.shtml 

要点提示：税务局为落实穗府办规〔2020〕1号文件内容，出台 15条税收措施，包括：医

疗防疫补助免税、允许符合条件的捐赠全额扣除、符合条件的新购入设备允许一次性扣除

等  

 

关于延长广州市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申请期限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2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

02/12/content_639d8bf44e6d4535a59d4e293a51b108.shtml 

要点提示：广州市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申请受理截止时间由 2020年 2月 29日延长至 2020

年 3月 31日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全力落实支持疫情防控政策措施操作指引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4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

02/14/content_2df963d28f154c23b8d281a21f248eb1.shtml 

要点提示：提供疫情防控支持性税收政策的操作指引，包括公益捐赠免征增值税、疫情防

治临时性工资补助和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运输防疫物资收入免征增值税、疫情防

控捐赠个人税收等多项政策 

 

广州税务全面推广“非接触式”办税十条措施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3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swxw/2020-

03/03/content_44a20d8599a44bce9e493996ad91ec84.shtml 

要点提示：十条措施包括网上办税、普通发票电子化、发票领用免费配送、延期申报网上

办理等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关于印发《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全力落实支持复工复产

政策的措施》的通知（穗税发〔2020〕27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5日）：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

03/15/content_9efe06919d3845efab402b4d5658b140.shtml 

要点提示：提出 10条支持性税费优惠政策，包括阶段性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和企业

三项社保、减半征收企业医疗保险、外贸企业一个月可多次申请退税等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02/11/content_5ccdf97c8bc54db1956984023dbd9a92.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02/11/content_5ccdf97c8bc54db1956984023dbd9a92.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02/12/content_639d8bf44e6d4535a59d4e293a51b108.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02/12/content_639d8bf44e6d4535a59d4e293a51b108.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02/14/content_2df963d28f154c23b8d281a21f248eb1.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02/14/content_2df963d28f154c23b8d281a21f248eb1.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swxw/2020-03/03/content_44a20d8599a44bce9e493996ad91ec84.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swxw/2020-03/03/content_44a20d8599a44bce9e493996ad91ec84.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03/15/content_9efe06919d3845efab402b4d5658b140.shtml
http://www.gd-n-tax.gov.cn/gdsw/gzsw_tggg/2020-03/15/content_9efe06919d3845efab402b4d5658b1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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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金融 

市财政局积极应对疫情，力推“非接触式”服务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2日）： 

http://czj.gz.gov.cn/gkmlpt/content/5/5661/post_5661686.html 

要点提示：推行“非接触式办理”，包括财政票据服务办理、各区代理记账机构审批业务

电子化等 

 

关于群众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的申报指引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2日）： 

http://czj.gz.gov.cn/tzgg/content/post_5729244.html 

要点提示：提供群众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的申报指引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市属行政事业单位物业减免租金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6日）： 

http://www.gz.gov.cn/xw/tzgg/content/post_5734052.html 

要点提示：对承租市属行政事业单位物业的中小微企业，免收 2、3月份租金，4、5月份

租金视情况另行规定 

 

（四）人社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5个部门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的通知（穗

人社函〔2020〕8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9日）（附政策解读）： 

原文 http://rsj.gz.gov.cn/zwdt/tzgg/content/post_5668640.html 

政策解读 http://rsj.gz.gov.cn/zwdt/tzgg/content/post_5670595.html 

要点提示：包括为保障复工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职业介绍补贴、稳岗工资补贴；为支

持稳岗的失业保险返还、技能培训补贴、社保和岗位补贴延期、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创业

孵化基地运营补贴等各类举措 

 

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社保待遇相关事项的通告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4日）： 

http://rsj.gz.gov.cn/zwdt/tzgg/content/post_5674303.html 

要点提示：疫情防控期间的待遇申领、延期补办缴纳、“不见面”业务办理流程指引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州市总工会 广州市企业联合会/广州市企业家协会 广州

市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工作的意见（穗人社函

〔2020〕1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4日） 

http://rsj.gz.gov.cn/zwdt/tzgg/content/post_5674263.html 

http://czj.gz.gov.cn/gkmlpt/content/5/5661/post_5661686.html
http://czj.gz.gov.cn/tzgg/content/post_5729244.html
http://www.gz.gov.cn/xw/tzgg/content/post_5734052.html
http://rsj.gz.gov.cn/zwdt/tzgg/content/post_5668640.html
http://rsj.gz.gov.cn/zwdt/tzgg/content/post_5670595.html
http://rsj.gz.gov.cn/zwdt/tzgg/content/post_5674303.html
http://rsj.gz.gov.cn/zwdt/tzgg/content/post_56742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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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针对劳动关系方面的问题，包括防疫期间的工资待遇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启动我市 2020年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申报工作的通告

（穗人社通告〔2020〕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5日）： 

http://rsj.gz.gov.cn/zwdt/tzgg/content/post_5677298.html 

要点提示：明确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申报的具体规定，包括申报条件、时间和方式 

 

广州市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介绍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0日）： 

http://rsj.gz.gov.cn/zwdt/tzgg/content/post_5726713.html 

要点提示：明确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具体规定，提供申报、退费及其他相关业务

的操作指引 

 

7.2 深圳市 

（一）综合 

深圳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深府规〔2020〕

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8日）：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6723546.html 

要点提示：出台 16项综合性措施，包括：对生产防疫物资的企业为技术改造在 2020年 2

月到 3月购买的设备，按不超过设备投资的 50%予以资助，最高 2000万元；减免物业租

金；允许延期缴纳社会保险费和税款；加大产业专项资金支持用于贷款贴息；给予出租车

政府临时补贴；提高职工技能培训补贴金额等  

 

（二）税务海关 

深圳市税务局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办税温馨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8日）：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001/f26ff9e5eb5649dab03b5a

063de63339.shtml 

要点提示：提供“非接触式”办税和发票业务的流程 

 

关于延长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申请期限并变更申请方式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002/9a0cf1d6ea57472687b404

36597e7eb6.shtml 

要点提示：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申请受理截止时间由 2020年 2月 29日延长至 2020年 3

月 15日，并提供网上办理操作手册 

http://rsj.gz.gov.cn/zwdt/tzgg/content/post_5677298.html
http://rsj.gz.gov.cn/zwdt/tzgg/content/post_5726713.html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6723546.html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001/f26ff9e5eb5649dab03b5a063de63339.shtml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001/f26ff9e5eb5649dab03b5a063de63339.shtml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002/9a0cf1d6ea57472687b40436597e7eb6.shtml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002/9a0cf1d6ea57472687b40436597e7eb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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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共渡难关！深圳税务抗疫税收最新政策问答（一）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zcwj/rdwd/202002/fdaf55dea2ae43de8140f0

fc9757e13a.shtml 

要点提示：问答里包含一般纳税人延期申报、申领开具发票操作指引；出口退税系统操作

指引； 

 

关于疫情期间远程办理部分涉税业务的温馨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3日）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002/498ea10ba55c4f6497e986

566d8e0533.shtml 

要点提示：提供远程办税和发票代开与发票申领流程指引 

 

关于疫情期间实行“非接触式”行政救济办理的温馨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3日）：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002/bf50bfbe34a740cd805fb8

37a6aac20d.shtml 

要点提示：提供“非接触式”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行政补偿等办理渠道和申请材料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延长 2020年 2月份纳税申报期限有关事项的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公告 2020年第 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9日）：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002/2b9a9f6da8204892847264

858e2392d5.shtml 

要点提示：2020年 2月份纳税申报期限进一步延长至 2月 28日；对受疫情影响到 2月 28

日仍无法办理的纳税人，可在疫情解除之日 10个工作日内补办延期申报手续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发布“非接触式”网上办税清单的通告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1日）：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002/0461e5f3c5a04bb1bd73bc

8df636b579.shtml 

要点提示：提供“非接触式”办税事项流程指引 

 

抗击疫情，共渡难关！深圳税务抗疫税收最新政策问答（二）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4日）：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zcwj/rdwd/202002/620a59ebfa3a49b8a9cb34

83d9503e4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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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002/0461e5f3c5a04bb1bd73bc8df636b5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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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免征增值税，这里的“必需生活物资”

指居民个人所需的所有货物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延长 2020年 3月纳税申报期限有关事项的通告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4日）：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003/061cbb378af04e7689e506

154b2abd23.shtml 

要点提示：2020年 3月份纳税申报期限从 3月 16日延长至 3月 23日 

 

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纳税人即问即答（一）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3日）：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zcwj/rdwd/202003/1535c7e631d24a859af52c

87dd356b11.shtml 

 

（三）财政金融 

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做好政府物业租金减免积极应对疫情防控支持企业的通知（深财资

〔2020〕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1日）： 

http://szfb.sz.gov.cn/ywpd/yqfk/202002/t20200221_19021464.htm 

要点提示：明确减免对象、减免程序并提供减免备案附件 

 

深圳市水务局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对受疫情影响的我市工商企业

实施阶段性城镇污水处理费补贴的通知（深水务〔2020〕1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2日）：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6759054.html 

要点提示：2020年 2月至 7月，补贴实际缴纳的污水处理费金额 

 

（四）人社 

深圳市医疗保障局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社会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缴费和待遇相关工作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6728241.html 

要点提示：受疫情影响单位可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缴费；用人单位未按时办理参保

缴费登记、待遇申领等业务的，允许在疫情结束后 3个月补办，不影响参保个人权益记录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医疗保障局关于疫情期间企业社保费延期缴纳和医

保待遇享受相关工作的通知（深人社发〔2020〕7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7日）：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003/061cbb378af04e7689e506154b2abd23.shtml
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ztax/xxgk/tzgg/202003/061cbb378af04e7689e506154b2abd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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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fb.sz.gov.cn/ywpd/yqfk/202002/t20200221_19021464.htm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67590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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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rss.sz.gov.cn/tzgg/202002/t20200217_19015998.htm 

要点提示：明确企业社保费延期缴纳的报备程序、延期方式、以及补缴退费处理等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申领援企稳岗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

（深人社发〔2020〕11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4日）： 

http://hrss.sz.gov.cn/tzgg/202002/t20200224_19024196.htm 

要点提示：明确企业申领援企稳岗补贴的办理流程，附件含补贴申报表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

策的实施意见（深人社规〔2020〕3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6日）（附政策解读）： 

原文 http://hrss.sz.gov.cn/tzgg/202003/t20200306_19041625.htm 

政策解读 http://hrss.sz.gov.cn/tzgg/202003/t20200306_19042670.htm 

要点提示：2020年 2月至 6月，对中小微企业免征三项社会保险费；2020年 2月至 4

月，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享受减免政策后仍无力缴纳社保的企业可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

个月内缴纳；困难企业可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期限不超过 6个月 

 

深圳市医疗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局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阶段性减免缓征企业

医疗保险费的通知（深医保规〔2020〕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1日）：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6936925.html 

要点提示：2020年 2月至 6月对企业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2020年 7月

至 2021年 4月，继续执行企业基本医疗保险一档单位缴费费率 5%；2020年 2月至 6月，

免征深圳市企业地方补充医疗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受疫情影响困难的企业可申请缓缴医

疗保险费，缓缴期限不超过 6个月 

 

8. 湖南省 

（一）综合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

通知（湘政发〔2020〕3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8日）（附政策解读）： 

原文

http://www.hunan.gov.cn/hnszf/xxgk/wjk/szfwj/202002/t20200219_11183680.html 

政策解读

http://www.hunan.gov.cn/hnszf/xxgk/jd/mt/202002/t20200220_11186513.html 

要点提示：出台 30条综合性措施，包括金融支持（例如向防疫重点企业提供优惠贷款、

企业享受中央财政 50%贴息后的实际融资成本应低于 1.6%；对确实发生损失的小微企业单

http://hrss.sz.gov.cn/tzgg/202002/t20200217_19015998.htm
http://hrss.sz.gov.cn/tzgg/202002/t20200224_19024196.htm
http://hrss.sz.gov.cn/tzgg/202003/t20200306_19041625.htm
http://hrss.sz.gov.cn/tzgg/202003/t20200306_19042670.htm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6936925.html
http://www.hunan.gov.cn/hnszf/xxgk/wjk/szfwj/202002/t20200219_11183680.html
http://www.hunan.gov.cn/hnszf/xxgk/jd/mt/202002/t20200220_111865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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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贷款风险补偿金额上限提高到 110万元）；落实国家阶段性减免社保和缓缴住房公积金

政策；加大对防疫重点企业的专项补贴等 

 

（二）税务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严疫情防范、用网络缴税（费）”的纳税服务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9日）： 

http://hunan.chinatax.gov.cn/show/20200129339650 

要点提示：提供“非接触式”线上办税、社保缴费和发票业务指引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实施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支持企业恢复生产十条措

施的通知（湘税发〔2020〕1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5日）： 

http://hunan.chinatax.gov.cn/show/20200205342220 

要点提示：税务局出台 10条措施，包括落实医务人员临时性补助免征个人所得税、捐赠

进口防疫物资免征进口税收、公益捐赠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等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抓好疫情防控期间“非接触式”办税工作落实的通

知（湘税函〔2020〕30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8日）： 

http://hunan.chinatax.gov.cn/show/20200228359750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全省税务系统“用心用力用真情 全员全程全覆

盖”支持企业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湘税发〔2020〕25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8日）： 

http://hunan.chinatax.gov.cn/show/20200228359924 

要点提示：省税务局按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生活服务行业、快递收派服务行业、进

出口退（免）税、个人所得税、个体工商户、社会保险费等 9类编制税费政策指引（见附

件 1） 

 

疫情防控增值税优惠政策申报指南 

网页链接（2020年 3月 12日）： 

http://hunan.chinatax.gov.cn/show/20200312379338 

要点提示：含申报表填写示范 

 

新冠肺炎防控税费优惠政策操作指南 

网页链接（2020年 3月 13日）： 

http://hunan.chinatax.gov.cn/show/20200313383233 

http://hunan.chinatax.gov.cn/show/20200129339650
http://hunan.chinatax.gov.cn/show/20200205342220
http://hunan.chinatax.gov.cn/show/2020022835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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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根据一类一策，编制了九类税收优惠政策操作指南（如重点物资生产企业、中

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出口税收等） 

 

（三）财政金融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中国银保监会湖南

监管局、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湖南省分局联合出台《湖南省金融支持

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措施》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8日）： 

http://www.hunan.gov.cn/hnszf/hnyw/sy/hnyw1/202002/t20200209_11174249.html 

要点提示：提高小微企业单个贷款损失补偿比例，最高补偿金额提高到 110万元；对重点

企业中央财政按 50%给予贴息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应低于 1.6%；通过专项再贷款发放的

优惠利率贷款原则上不超过 24小时；省融资担保集团对纳入再担保体系的政府融资性担

保机构收取的再担保费减少 50% 

 

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认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金融服务保障

工作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8日）： 

http://dfjrjgj.hunan.gov.cn/dfjrjgj/xxgk_71626/tzgg/tz/202001/t20200128_111652

86.html 

要点提示：开辟金融服务绿色通道，保险机构提供 24小时受理服务；对受困企业降低贷

款利率，免收相关手续费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网页链接（2020年 3月 7日）： 

http://czt.hunan.gov.cn/czt/xxgk/tzgg/202003/t20200307_11801963.html 

要点提示：专项资金中先期安排 7000-8000万元扶持受疫情影响大的文化企业；根据不同

标准给予财政补贴 

 

（四）人社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经办服务工作

的通知（湘社险函〔2020〕4号）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9日）： 

http://rst.hunan.gov.cn/rst/xxgk/tzgg/202001/t20200129_11165755.html 

要点提示：对防疫医护人员的工伤待遇；防疫期间暂不因未进行养老待遇资格认证而停发

基本养老金 

 

http://www.hunan.gov.cn/hnszf/hnyw/sy/hnyw1/202002/t20200209_11174249.html
http://dfjrjgj.hunan.gov.cn/dfjrjgj/xxgk_71626/tzgg/tz/202001/t20200128_11165286.html
http://dfjrjgj.hunan.gov.cn/dfjrjgj/xxgk_71626/tzgg/tz/202001/t20200128_11165286.html
http://czt.hunan.gov.cn/czt/xxgk/tzgg/202003/t20200307_11801963.html
http://rst.hunan.gov.cn/rst/xxgk/tzgg/202001/t20200129_11165755.html


信息分类: 机密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Confidential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湖南省统计局关于

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实施意见（湘人社规〔2020〕3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5日）： 

http://hunan.chinatax.gov.cn/show/20200225355654 

要点提示：2020年 2月至 6月免征中小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单位缴费

部分，2020年 2月至 4月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提供办理程序指引 

 

9. 浙江省 

（一）综合 

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关于支持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的意见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6 日）： 

http://www.zj.gov.cn/art/2020/2/6/art_1228996604_41883433.html 

要点提示：出台支持小微企业的 16 条措施，包括降低成本（例如工业用水、用天然气价

格均下调 10%，期限为 3 个月）；加大财税支持（例如优先核准延期缴税、对稳岗的小微

企业返还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对承租国有经营用房的免收 1 个月房租并减

半第 2、3 个月房租）；加大金融支持（2020 年普惠小微贷款综合融资成本降低 0.5%）

等，落实到各责任单位 

 

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力稳企业稳经济

稳发展的若干意见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19 日）： 

http://www.zj.gov.cn/art/2020/2/19/art_1228996604_41944949.html 

要点提示：出台 30 条支持性措施，包括财税金融、政府服务等各方面：对防疫重点企业

给予实际贷款利率的 50%贴息，期限不超过 1 年；省再担保公司对市县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免收 3 个月再担保费；工业用水和天然气价格均下调 10％，期限为 3 个月，“欠费不停

供”；国开行浙江分行提供不低于 500 亿融资总量支持重大项目开工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等九部门关于应对疫情影响加大对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的若干意见 

（浙市监综〔2020〕13） 

网页链接（2020年 3月 6日）：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0/3/10/art_8414_81387.html# 

要点提示：提供针对个体工商户的 16项扶持政策，包括税费减免、降低用电用气用水费

用、减免贷款利息等 

 

（二）税务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 提倡网上办税缴费的服务提示 

网址链接（2020 年 1 月 29 日）：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0/1/29/art_7551_442878.html 

http://hunan.chinatax.gov.cn/show/20200225355654
http://www.zj.gov.cn/art/2020/2/6/art_1228996604_41883433.html
http://www.zj.gov.cn/art/2020/2/19/art_1228996604_41944949.html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0/3/10/art_8414_81387.html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0/1/29/art_7551_4428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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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提供网上办税（费）渠道 

 

浙江省疫情防控相关增值税优惠政策盘点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4 日）：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0/2/4/art_19690_442991.html 

要点提示：浙江省税务局总结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疫情防控期间办税缴费事项的通告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5 日）：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0/2/5/art_7551_443034.html 

要点提示：提供详细的网上办税（费）流程和方式、咨询电话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调整 2020年 3月社会保险费申报期的公告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28 日）：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0/2/28/art_7551_445209.html 

要点提示：2 月的社保调整为 3 月 16 日-3 月 31 日申报缴纳，减免额自动计算扣减 

 

浙江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落实应对疫情影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减免政策的通知 (浙财税政〔2020〕6号) 

网页链接（2020年 3月 17日）：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0/3/17/art_8414_81399.html 

要点提示：自 2020年 1月至 12月，对特定行业企业和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的自用房产、

土地免征 3个月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三）人社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做好劳动关系

工作的通知（浙人社明电〔2020〕3号） 

网址链接（2020 年 1 月 28 日）： 

http://rlsbj.jiaxing.gov.cn/art/2020/1/28/art_1228938149_41858944.html 

要点提示：因疫情未能返工的，企业应当支付职工正常工资并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明确企

业因疫情影响停工停产超过 30日的，支付工资的标准；鼓励企业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符

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贴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医疗保障局 浙江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

务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浙人社发〔2020〕13号） 

网址链接（2020 年 3 月 3 日）：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0/3/3/art_7551_445714.html 

要点提示：2020年 2月至 6月可对中小微企业免征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险单位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0/2/4/art_19690_442991.html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0/2/5/art_7551_443034.html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0/2/28/art_7551_445209.html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0/3/17/art_8414_81399.html
http://rlsbj.jiaxing.gov.cn/art/2020/1/28/art_1228938149_41858944.html
http://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0/3/3/art_7551_4457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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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2月到 4月可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2月到 6

月对企业减半征收基本医疗单位缴费 

 

9.1 杭州市 

（一）综合 

中共杭州市委 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帮助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政策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10 日）： 

http://www.zj.xinhuanet.com/2020-02/10/c_1125553607.htm 

要点提示：杭州市出台 12 条政策，包括临时性降低医保费率和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

例、财政补贴年税收 50 万元以下的商贸服务企业、给予低收入员工且租房的员工，每人

500 元租房补贴、解决返工人员临时过渡性住宿等 

 

（二）人社 

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等有关事项的

通知（杭房公委〔2020〕1号）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12 日）（附政策解读）： 

原文 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20/2/12/art_1510981_18913.html 

政策解读 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20/2/13/art_1664293_3092.html 

要点提示：受疫情影响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企业，可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最低至 3%，或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做好疫情防控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操作细则（杭公积金〔2020〕12号）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19 日）： 

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20/2/19/art_1256296_41947841.html 

要点提示：含详细申请材料、申请方式和时间等 

 

9.2 宁波市 

（一）综合 

宁波市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帮扶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八条意见（甬政发〔2020〕2

号）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4 日）： 

http://zfxx.ningbo.gov.cn/art/2020/2/4/art_23591_4049763.html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支持我市外贸企业渡过难关的若干意见

（甬政办发〔2020〕6号）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15 日）： 

http://zfxx.ningbo.gov.cn/art/2020/2/24/art_2448_4053453.html 

http://www.zj.xinhuanet.com/2020-02/10/c_1125553607.htm
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20/2/12/art_1510981_18913.html
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20/2/13/art_1664293_3092.html
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20/2/19/art_1256296_41947841.html
http://zfxx.ningbo.gov.cn/art/2020/2/4/art_23591_4049763.html
http://zfxx.ningbo.gov.cn/art/2020/2/24/art_2448_40534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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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示：防疫重点企业专项再贷款，按实际获得贷款利率的 50%给予财政贴息；对企业

进口防疫物资的预付款保险保费给予政策扶持、降低政府统保平台保险费率；加强外贸企

业参展展位费支持；等 

 

中共宁波市委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意见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16 日）： 

http://gtob.ningbo.gov.cn/art/2020/2/17/art_240_1043032.html 

要点提示：对返回员工给予交通补助；统筹解决员工临时过渡性住宿和补助；对企业招工

实行奖励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各项惠企政策尽快落地见效的通知

（甬政办明电〔2020〕2号）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28 日）： 

http://zfxx.ningbo.gov.cn/art/2020/2/28/art_23591_4057766.html 

要点提示：含宁波市帮扶企业政策的申报办理指南 

 

（二）税务海关 

宁波市税务局关于防范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纳税服务提醒 

网址链接（2020 年 1 月 28 日）： 

http://ningbo.chinatax.gov.cn/art/2020/1/28/art_1697_95871.html 

 

宁波市税务局关于受疫情影响企业缓缴社保费申请办理流程指南（适用缴费企业）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20 日）： 

http://ningbo.chinatax.gov.cn/art/2020/2/20/art_1697_97036.html 

 

宁波市社会保险费阶段性缓缴申请办理流程指南（适用缴费企业） 

网页链接（2020 年 3 月 11 日）：

http://ningbo.chinatax.gov.cn/art/2020/3/11/art_1697_99179.html 

 

（三）财政金融 

宁波市国资委关于落实《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帮扶中小企业共渡难关

的十八条意见》的指导意见（甬国资发〔2020〕5号）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5 日）： 

http://zfxx.ningbo.gov.cn/art/2020/2/10/art_2448_4047773.html 

要点提示：中小企业范围根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确认 

 

http://zfxx.ningbo.gov.cn/art/2020/2/28/art_23591_4057766.html
http://ningbo.chinatax.gov.cn/art/2020/1/28/art_1697_95871.html
http://ningbo.chinatax.gov.cn/art/2020/2/20/art_1697_97036.html
http://ningbo.chinatax.gov.cn/art/2020/3/11/art_1697_99179.html
http://zfxx.ningbo.gov.cn/art/2020/2/10/art_2448_40477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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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支持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专项再贷款财政贴息实施细

则的通知（甬防办〔2020〕48号）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15 日）： 

http://zfxx.ningbo.gov.cn/art/2020/2/15/art_23591_4050450.html 

 

（四）人社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市本

级社保业务办理工作的通告 

网址链接（2020 年 1 月 31 日）： 

http://zfxx.ningbo.gov.cn/art/2020/1/31/art_6264_4046013.html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受疫情影响企业缓缴社保费申请办理流程指南（适用缴

费企业）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20 日）： 

http://rsj.ningbo.gov.cn/art/2020/2/20/art_7079_4051778.html 

 

宁波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关于延长 2月份社会保险费缴款期限的通告 

网址链接（2020 年 2 月 25 日）： 

http://rsj.ningbo.gov.cn/art/2020/2/25/art_7079_4054352.html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关于妥善做

好 3月份社会保险费缴款工作的通告 

网址链接 （2020 年 3 月 2 日）： 

http://rsj.ningbo.gov.cn/art/2020/3/2/art_7079_4057691.html 

 

关于我市实行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告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0日）： 

http://gtog.ningbo.gov.cn/art/2020/3/10/art_393_1044859.html 

 

10. 四川省 

（一）综合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力加快疫情防控物资生产十条措施的通知（川办发

〔2020〕7号）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30日）： 

http://www.sc.gov.cn/zcwj/xxgk/NewT.aspx?i=20200131184343-274679-00-000 

要点提示：提出支持防疫物资生产企业的十条措施，例如在防疫期间生产的产品应缴纳的

增值税、所得税按政策减免或财政全额补助缴纳额；对企业给予贷款优惠利率和 50%的贷

款贴息；对企业扩产扩能技术改造符合条件的，按设备投资额的 50%给予补助 

 

http://zfxx.ningbo.gov.cn/art/2020/2/15/art_23591_4050450.html
http://zfxx.ningbo.gov.cn/art/2020/1/31/art_6264_4046013.html
http://rsj.ningbo.gov.cn/art/2020/2/20/art_7079_4051778.html
http://rsj.ningbo.gov.cn/art/2020/2/25/art_7079_4054352.html
http://rsj.ningbo.gov.cn/art/2020/3/2/art_7079_4057691.html
http://gtog.ningbo.gov.cn/art/2020/3/10/art_393_1044859.html
http://www.sc.gov.cn/zcwj/xxgk/NewT.aspx?i=20200131184343-27467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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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

措施（川办发〔2020〕10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5日）： 

http://www.sc.gov.cn/zcwj/xxgk/NewT.aspx?i=20200205213409-989944-00-000 

要点提示：出台缓解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 13项措施，例如财政支持：对新增流动资金贷

款给予 50%的贴息支持；给予生活物资企业物流费用补贴；对参与防疫物资供应的企业按

电价的 30%给予电费补贴；金融支持：存量贷款续贷利率下降 10%；新增贷款按基准利率

下浮 10%；财税支持：免征防疫车辆 2020年车船税等，落实到各责任单位 

 

（二）税务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关于调整办税服务厅窗口受理办理工作 提倡网上办税缴费的

通告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31日）：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1/31/art_441_274174.html 

要点提示：提供办税（费）业务的线上办理渠道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关于疫情防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温馨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3日）：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2/3/art_441_276223.html 

要点提示：整理了所得税有关的政策，包括税前扣除、亏损弥补、加计扣除、免税优惠等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税费支持政策指引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8日）：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2/8/art_441_276324.html 

要点提示：四川省税务局梳理了国家和省级层面出台的疫情防控相关税收政策，涉及所得

税、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等税种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税费优惠政策指引汇编 2.0版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3日）：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2/13/art_1961_277614.html 

要点提示：四川省税务局梳理了国家和省级层面疫情防控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2.0版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关于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有关事

宜的通告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9日）：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2/19/art_441_279878.html 

要点提示：提供线上办税清单、和线上线下融合办清单 

 

http://www.sc.gov.cn/zcwj/xxgk/NewT.aspx?i=20200205213409-989944-00-000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1/31/art_441_274174.html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2/3/art_441_276223.html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2/8/art_441_276324.html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2/13/art_1961_277614.html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2/19/art_441_2798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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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税费支持政策和办税服务措施汇编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日）：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3/1/art_283_284970.html 

要点提示：包括防护救治、支持物资供应、鼓励公益捐赠、支持复工复产四个方面 17项

税费支持政策和拓展“非接触式”办税服务、优化现场办税服务、调整税收管理措施等三

个方面 13项办税缴费服务措施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关于支持复工复业有关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2020

年第 3号 ）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0日）： 

原文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3/10/art_320_290448.html 

政策解读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3/10/art_325_290451.html 

要点提示：自 2020年 3月至 5月，对代开货物运输增值税发票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

企业和合伙企业，以及其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自然人取得经营所得，超过增值税按次纳

税起征点的，按开票金额的 0.5%预征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免征疫情期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

关事项的公告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2日）： 

原文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3/12/art_320_291293.html 

政策解读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3/12/art_325_291298.html 

要点提示：根据川办发〔2020〕10号，对有困难的中小企业申请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做出了具体规定，包括申请条件、办理流程、申请资料等 

 

（三）财政金融 

财政厅关于明确《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

营困难的政策措施》操作办法的通知（川财建﹝2020﹞9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5日）： 

http://czt.sc.gov.cn/new_web/new_NewShow.jsp?action=1&id=6165&tname=%E6%94%BF%

E7%AD%96%E5%8F%91%E5%B8%83&TS=1582727639287 

要点提示：落实川办发〔2020〕10号文件的内容，提供具体操作办法 

 

财政厅 省国资委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关于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和省属国有企业减免中小企

业房租的通知（川财资﹝2020﹞6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8日）： 

http://czt.sc.gov.cn/new_web/new_NewShow.jsp?action=1&id=6172&tname=%E6%94%BF%

E7%AD%96%E5%8F%91%E5%B8%83&TS=1583993612940 

要点提示：具体规定了执行口径、办理流程等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3/1/art_283_284970.html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3/10/art_320_290448.html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3/10/art_325_290451.html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3/12/art_320_291293.html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3/12/art_325_291298.html
http://czt.sc.gov.cn/new_web/new_NewShow.jsp?action=1&id=6165&tname=%E6%94%BF%E7%AD%96%E5%8F%91%E5%B8%83&TS=1582727639287
http://czt.sc.gov.cn/new_web/new_NewShow.jsp?action=1&id=6165&tname=%E6%94%BF%E7%AD%96%E5%8F%91%E5%B8%83&TS=1582727639287
http://czt.sc.gov.cn/new_web/new_NewShow.jsp?action=1&id=6172&tname=%E6%94%BF%E7%AD%96%E5%8F%91%E5%B8%83&TS=1583993612940
http://czt.sc.gov.cn/new_web/new_NewShow.jsp?action=1&id=6172&tname=%E6%94%BF%E7%AD%96%E5%8F%91%E5%B8%83&TS=158399361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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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社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

问题的通知（川人社函﹝2020﹞46号）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28日）：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09723/2020-

01/29/3fbc9b1110854343af4cfa6be69812d1/files/11d369adec8c497bb8b58125d6ec025e.

pdf 

要点提示：稳岗控制失业率，工资发放标准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四川省医疗保

障局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缓解中小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有关问题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0〕22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附政策解读）： 

原文

http://ylbzj.sc.gov.cn/scsybj/c100061/2020/2/7/87471622d37740a6924315bb31defa4

3.shtml 

政策解读

http://ylbzj.sc.gov.cn/scsybj/c100062/2020/2/9/2a97a8c92d3045aaa01721067a25279

c.shtml 

要点提示：明确社保延期和缓缴执行问题、失业保险费稳岗返还问题、申领就业补贴等 

 

疫情防控期间人社政策支持和便民服务措施清单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5日）： 

http://rst.sc.gov.cn/rst/gsgg/2020/3/5/dba0a8c7867a46d2b82340a6f3930065.shtml 

要点提示：四川省人社厅按照服务对象分为用人单位、劳动者、医护人员、失业人员等几

大类，编制了支持政策汇总和服务措施清单 

 

10.1 成都市 

（一）综合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有效应对疫情稳定经济运行 20条政策措施的通知（成府发

〔2020〕3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6日）： 

http://gk.chengdu.gov.cn/govInfoPub/detail.action?id=115154&tn=6 

要点提示：出台 20条支持性政策，包括对物资供应重点企业按物流费用、员工防护费用

分别 50%、合计不超过 200万元补贴；对保供批发重点市场补贴金额不超过 400万元；新

增产能项目“一窗式”48小时内办结审批；增产防疫用品的技改设备给予 50%补助；中小

微企业存量贷款续贷的，利率下浮 10%等，落实到各责任单位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09723/2020-01/29/3fbc9b1110854343af4cfa6be69812d1/files/11d369adec8c497bb8b58125d6ec025e.pdf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09723/2020-01/29/3fbc9b1110854343af4cfa6be69812d1/files/11d369adec8c497bb8b58125d6ec025e.pdf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09723/2020-01/29/3fbc9b1110854343af4cfa6be69812d1/files/11d369adec8c497bb8b58125d6ec025e.pdf
http://ylbzj.sc.gov.cn/scsybj/c100061/2020/2/7/87471622d37740a6924315bb31defa43.shtml
http://ylbzj.sc.gov.cn/scsybj/c100061/2020/2/7/87471622d37740a6924315bb31defa43.shtml
http://ylbzj.sc.gov.cn/scsybj/c100062/2020/2/9/2a97a8c92d3045aaa01721067a25279c.shtml
http://ylbzj.sc.gov.cn/scsybj/c100062/2020/2/9/2a97a8c92d3045aaa01721067a25279c.shtml
http://rst.sc.gov.cn/rst/gsgg/2020/3/5/dba0a8c7867a46d2b82340a6f3930065.shtml
http://gk.chengdu.gov.cn/govInfoPub/detail.action?id=115154&t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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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务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办税（费）温馨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1月 31日）：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1/31/art_971_274255.html 

 

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关于疫情防控税收政策的温馨提示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4日）：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2/4/art_971_275071.html 

 

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关于防控疫情优惠政策指引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7日）：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2/7/art_971_276154.html 

 

成都税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税收政策和服务措施指引（3月 13日更新） 

网址链接（2020年 3月 13日）：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3/13/art_971_292666.html 

 

（三）财政金融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加大金融支持中小企业有关政策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成

财金发〔2020〕14 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6日）： 

原文 http://cdcz.chengdu.gov.cn/cdsczj/bmwj/2020-

02/26/content_ecac80f302f145af8cae19c0a6dce83e.shtml 

政策解读 http://cdcz.chengdu.gov.cn/cdsczj/bmwj/2020-

02/26/content_6f40692cf1b54c7cbbe1b75257ea0dff.shtml 

 

（四）人社 

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应对疫情稳定就业有关政策实施细

则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14日）：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09723/2020-

02/14/content_1ea3aca891fd46bfbe78d3d0ecc509f6.shtml 

 

成都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 5部门关于转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的通

知》的通知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5日）：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36219/2020-

02/26/content_cfc1b387d698441b944c155ff6edd3a6.shtml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1/31/art_971_274255.html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2/4/art_971_275071.html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2/7/art_971_276154.html
http://sichuan.chinatax.gov.cn/art/2020/3/13/art_971_292666.html
http://cdcz.chengdu.gov.cn/cdsczj/bmwj/2020-02/26/content_ecac80f302f145af8cae19c0a6dce83e.shtml
http://cdcz.chengdu.gov.cn/cdsczj/bmwj/2020-02/26/content_ecac80f302f145af8cae19c0a6dce83e.shtml
http://cdcz.chengdu.gov.cn/cdsczj/bmwj/2020-02/26/content_6f40692cf1b54c7cbbe1b75257ea0dff.shtml
http://cdcz.chengdu.gov.cn/cdsczj/bmwj/2020-02/26/content_6f40692cf1b54c7cbbe1b75257ea0dff.shtml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09723/2020-02/14/content_1ea3aca891fd46bfbe78d3d0ecc509f6.shtml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09723/2020-02/14/content_1ea3aca891fd46bfbe78d3d0ecc509f6.shtml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36219/2020-02/26/content_cfc1b387d698441b944c155ff6edd3a6.shtml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36219/2020-02/26/content_cfc1b387d698441b944c155ff6edd3a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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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贯彻落实《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有效应对疫情稳定经济运行 20条政策措施的通

知》中社会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 (成人社办发〔2020〕12号) 

网址链接 (2020年 2月 11日)：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36220/2020-

03/02/content_faf4d12f47ed4b0495bdd6c8cb12c16d.shtml 

 

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全市受疫情影响企业职工线上职业培

训补贴有关实施细则的通知（成人社发〔2020〕6号）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7日）：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36221/2020-

02/27/content_d034859039234000ba4d6af6d0a603ad.shtml 

 

成都企业，享受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策该这么办 

网址链接（2020年 2月 28日）：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36220/2020-

02/28/content_62e97a5546014ef2af771fb5d99fb076.shtml 

 

关于加快落实普惠性稳岗返还政策助企脱困发展的通知 

网页链接（2020年 3月 13日）：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26473/2020-

03/13/content_bd8175e746b94ce983341874f11f2ce2.shtml 

 

关于印发《成都市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实施细则》的通知（成人社办发〔2020〕31

号） 

网页链接（2020年 3月 19日）：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09727/2020-

03/19/content_f5477e8820e748d4ac72c6b961a61386.shtml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36220/2020-03/02/content_faf4d12f47ed4b0495bdd6c8cb12c16d.shtml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36220/2020-03/02/content_faf4d12f47ed4b0495bdd6c8cb12c16d.shtml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36221/2020-02/27/content_d034859039234000ba4d6af6d0a603ad.shtml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36221/2020-02/27/content_d034859039234000ba4d6af6d0a603ad.shtml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36220/2020-02/28/content_62e97a5546014ef2af771fb5d99fb076.shtml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36220/2020-02/28/content_62e97a5546014ef2af771fb5d99fb076.shtml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26473/2020-03/13/content_bd8175e746b94ce983341874f11f2ce2.shtml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26473/2020-03/13/content_bd8175e746b94ce983341874f11f2ce2.shtml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09727/2020-03/19/content_f5477e8820e748d4ac72c6b961a61386.shtml
http://cdhrss.chengdu.gov.cn/cdrsj/c109727/2020-03/19/content_f5477e8820e748d4ac72c6b961a61386.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