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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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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

儋州
琼海
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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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
临高
定安

屯昌

陵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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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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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

农垦

本周整治违法建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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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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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违量
（万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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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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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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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存量
（万m2）

-1.66

4.87

0.00
0.00
1.2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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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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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0.00

0.0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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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

0.28

0.00

存量
（万m2）

834.53

133.23

18.01
12.30
12.07
4.57
5.02
2.30
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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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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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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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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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整治违法建筑“监督曝光台”8号
（2015年9月13日-2015年9月19日）

注：1.“监督曝光台”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每周一在《海南日报》定期刊登。
2.连续两次未按要求上报相关数据的，将予以通报批评。

海南省整治违法建筑三年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2015年9月21日

日前，省肿瘤医院完成幕墙安装后“靓”身姿。作为省委、省政府2015年为民
办实事十大事项之一和海南省、海口市共建重点工程项目，省肿瘤医院对提高我
省肿瘤的防治水平，促进我省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海南省肿瘤医院预计在今年年底建成开业，建成后将切实提高海南
省肿瘤学临床科研、医疗技术的整体水平，填补海南省没有肿瘤医院的空白。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省肿瘤医院
预计年底建成

2015年9月21日 星期一A06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罗清锐 美编：陈海冰综合海南新闻

■■■■■ ■■■■■ ■■■■■

本报讯（记者张中宝）海南省连锁餐饮品牌
经验交流会暨项目推介会日前在海口喜盈门营销
中心举行，记者在会上获悉，海口喜盈门正打造面
积达3万平方米的“美食不夜城”于日前开展招
商，将在海口形成新的美食品牌聚集地。

此次会议由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主
办，喜盈门（海口）建材家具生活广场承办，龙泉集
团、人人投海南运营中心、众美联商城联合协办。
来自我省40余家连锁餐饮品牌汇聚于此，探讨我
省餐饮行业发展现状、困境、问题，寻求餐饮行业
的健康发展之路。

据介绍，针对行业经营短板，海口喜盈门量身
推介美食休闲广场面积达3万平方米的“美食不夜
城”项目，真正实现24个小时独立经营，并结合建
材、家具、餐饮、儿童，汇聚成五大业态主题城市综
合体，打造海南最大、品类最全的休闲美食广场。

海口喜盈门打造
“美食不夜城”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 （记者杨春虹 黄媛
艳）日前，在北京召开的“2015第十九届中国·三
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新闻发布会透露，将于
12月20日到22日在三亚天涯海角景区举办的本
届婚庆节，将引入“互联网＋”的创新模式，打造五
大主体活动。

据了解，由三亚市倾力打造的“2015第十九
届中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以“好运情缘
情定天涯”为主题，以全新视角和“互联网＋”思
维，将推出五大主体活动版块：开幕式、天涯海角
年度婚礼、丝路婚俗互动展示、婚礼产品发布秀、
2015婚尚颁奖礼暨2016流行趋势发布会。

其中，开幕式将结合“一带一路”沿途的中国、
印度尼西亚、泰国、捷克等相关国家的传统婚俗服
饰，以一场独具特色的丝路婚俗服饰秀让游客体
验异国浪漫之旅。作为本届婚庆节重磅主题活动
的天涯海角年度婚礼，由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
展公司与京东强强合作，以“互联网＋”的方式，于
9月17日正式在京东网开通众筹活动，一同为新
人打造一场私人订制限量版婚礼。

据了解，三亚作为国内首创的目的地婚礼城
市，越来越受到广大人士的认可和喜爱。据不完全
统计，仅2014年三亚婚纱摄影、集体婚礼及个性婚
礼消费就突破1.5亿元，加上蜜月旅行花费，婚庆相
关消费近10亿元，并且保持着高速增长。预计
2015年三亚婚庆旅游市场规模将达到20亿元。

今年天涯海角婚庆节引入“互联
网+”模式，打造五大主体活动

丝路织情“网”
缘定在天涯

今年8月19日，国务院第102次常务会议决定，自2015年10月1日起，将减半征税范围扩大到年应纳税所得额30万元（含）
以下的小微企业。9月2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5〕99
号），明确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税范围扩大到30万元后具体税收政策规定。

这是继今年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税范围由10万元调整为20万元后，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小微
企业的税收扶持，让积极财政政策更大发力，为创业创新减负，是为应对目前较为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经济下行压力采取的
又一有力措施，意在更加有效地激活小型微利企业的创造力，以赢得发展的大未来，进一步涵养就业潜力和经济发展的持久耐力。

1、小型微利企业具体是指哪一类企业呢？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

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所称符合条
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
业，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1）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
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

（2）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
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2、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新优惠政策主要是哪
些纳税人受益？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新优惠政策，是将原来
减半征税标准由应纳税所得额20万元以下纳税
人扩大到30万元以下的纳税人，并从2015年 10
月1日起执行。新政策主要惠及年度累计利润或
应纳税所得额在20万元至30万元之间的小型微
利企业。

3、政策调整包含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吗？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
得税的纳税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
法”。因此，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以及合伙企
业不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也就不能享受小
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4、非居民企业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吗？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不享受小
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8】650号）规定，仅就来源于我国所得负有我国
纳税义务的非居民企业，不适用小型微利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

5、核定征收企业是否能够享受小型微利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

从2014年开始，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享受小型
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已经不再受企业所得税征
收方式限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进一
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有关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61号）规定，小
型微利企业无论采取查账征收方式还是核定征收方式
（含定率征收、定额征收），只要符合小型微利企业规定
条件，均可以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6、企业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是
否需要到税务机关办理相关手续？

2014年11月以来，税务总局先后修改了企业所
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和企业所得税季度、月份预缴
申报表。修改后的纳税申报表，设计了小微企业各

项判定条件的指标，在征管操作方面具备了简化备
案的技术条件。

为此，小型微利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不需要到税务机关专门办理任何手续，可以采取自
行申报方法享受优惠政策。年度终了后汇算清缴
时，通过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中“资产总
额、从业人数、所属行业、国家限制和禁止行业”等栏
次履行备案手续。

查账征收小型微利企业在填报申报表备案时需
要注意以下事项：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表》的《企业基础信息表》（A000000）中，107必须选
择“是”才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如下图：

2）从业人数必须符合：

“工业企业”：104从业人数的填报数字不超过100
“其他企业”：104从业人数的填报数字不超过80
3）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也就是

在填报105时，不得超过3000，注意单位是万元
其他企业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也就是在

填报105时不超过1000，注意单位是万元

7、2015年前成立的小型微利企业在预缴时，如
何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对上一纳税年度符合小微企业条件的，只要本
年度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没有超过30万元，税
务机关通过申报软件协助小微企业享受政策。对于
采取查账征收、定率征收、定额征收的小微企业，只
要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0万元，本年度
预缴时均可以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税政策。
上一纳税年度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如果企
业预计本年度符合小微企业条件，可以自行申报享
受此项优惠政策。

8、2015年“新办小微企业”预缴时，如何享受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由于新办企业本年度没有“资产总额、从业人
数”等判断指标，为简化操作，让更多小微企业受益，
税务机关在预缴申报环节只考察“利润额或应纳税
所得额”一个指标，年度累计不超过30万元的，可以
适用减半征税政策。

9、亏损企业能否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对企业的“纯所得”征税，只有盈利
企业才会产生纳税义务。因此，小型微利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无论是减低税率政策还是减半征税政
策，都是针对盈利企业而言的。这一点不同于增值
税、营业税对取得经营收入的纳税人减免。

对于亏损的小型微利企业，当期无需缴纳企业
所得税，其亏损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弥补。

10、企业预缴时享受了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
惠，汇算清缴时怎么办？

小型微利企业的判断条件，如资产总额、从业
人员、应纳税所得额等是年度指标，需要按照企业
全年情况进行判断，也只有到汇算清缴时才能最
终判断。对于企业季度、月份预缴时预先享受了
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后，汇算清缴时，需要按
照税法标准进行判断。现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
申报表设计了“资产总额、从业人数、所属行业、国
家限制和禁止行业”等栏次，方便纳税人申报，也
便于征管软件判断企业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标
准。对于预缴环节已经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年
度汇算清缴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需要补
缴税款。

11、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新优惠政策出台后，哪
些纳税人今年可以全额享受减半征税优惠政策？

一是全年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20
万元（含）的小型微利企业；二是2015年10月1日
（含，下同）之后成立的，全年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
额不超过30万元（含，下同）的小型微利企业。

12、减半征税范围从年应纳税所得额20万元以
下扩大到30万元以下政策的执行时间是怎么规定的？

按照国务院第102次常务会议决定，此项政策从
2015年10月1日起开始执行。这样，实行按季度申报

的小型微利企业，今年10月1日之后实现的利润，在
2016年1月份征期享受减半征税政策。这一政策调
整，只涉及年度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介于20万元
至30万元的小微企业，对其他小微企业没有影响。

13、年度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介于20万元
至3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今年全年累计利润或应
纳税所得额是否都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不是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是
一个年度性税种，由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新优惠政
策从今年10月1日起执行，这意味着小微企业所得税
新的优惠政策适用于今年10月1日之后的利润或应
纳税所得额。新优惠政策规定主要涉及今年10月1
日之前成立的，且年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介于20
万元至3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需要分段计算其10
月1日之前和10月1日之后的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

对于其10月1日之前的利润部分适用企业所得
税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减低税率优惠政策，按20%
计算缴税；10月1日之后的利润部分适用减半征税
政策，相当于按10%计算缴税。

14、年度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介于20万元
至3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如何计算第4季度利润
或应纳税所得额，第4季度预缴和2015年度汇算清
缴如何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1）对于2015年10月1日以后成立的，全年累
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的小型微利
企业直接全额享受减半征税政策，不需要计算第4
季度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

（2）对于2015年10月1日之前成立的，全年累
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的小型微利
企业，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扩大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
〔2015〕99号）和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61号公告规
定，按照“2015年10月1日之后的经营月份数占其
2015年度经营月份数的比例”，计算其2015年度可
以适用减半征税政策的实际利润额或者应纳税所
得额。

例1：A咨询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当年符合
小型微利企业条件，采取查账征收方式，按季度纳税
申报。2015年12月31日，该企业计算的全年实际
利润额为30万元。

A咨询公司在2015年的实际经营月份为12个
月，其2015年10月1日之后的经营月份为3个月。

A咨询公司预缴2015年第4季度所得税时（申
报期为2016年1月），适用减半征税政策的实际利
润额=30×（3÷12）=7.5万元；适用减低税率政策的
实际利润额=30-7.5=22.5万元。

A咨询公司减免税额=22.5×（25%-20%）+7.5×
［25%－（1-50%）×20%］=1.125+1.125=2.25（万元）

例2：B印刷厂成立于2015年5月10日，符合小
型微利企业条件，采取查账征收方式，按季度纳税申
报。2015年12月31日，该企业计算的全年实际利
润额为24万元。

B印刷厂成立于5月10日，其在2015年度经营
月份从5月份开始计算，全年经营月份数共计8个月。

B印刷厂预缴2015年第4季度企业所得税时
（申报期为2016年1月），适用减半征税政策的实际
利润额=24×（3÷8）=9万元；适用减低税率政策的
实际利润额=24-9=15万元。

B印刷厂减免税额=15×（25%-20%）+9×
［25%－（1-50%）×20%］=0.75+1.35=2.1（万元）。

例3：C软件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30日，符合
小型微利企业条件，采取查账征收方式，按季度纳税
申报。2015年12月31日，该企业计算的全年实际利
润额为25万元。

C软件公司成立于8月30日，其在2015年度经营
月份从8月份开始计算，全年经营月份数共计5个月。

C软件公司预缴2015年第4季度企业所得税时
（申报期为2016年1月），适用减半征税政策的实际
利润额=25×（3÷5）=15万元；适用减低税率政策
的实际利润额=25-15=10万元。

C软件公司减免税额=10×（25%-20%）+15×
［25%－（1-50%）×20%］=0.5+2.25=2.75（万元）。

例4：D物业公司成立于2015年10月30日，符
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采取查账征收方式，按季度纳
税申报。2015年12月31日，该企业计算的全年实
际利润额为23万元。

D物业公司成立于10月30日，其在2015年度
的利润全部符合减半征税条件，不需要划分10月1
日之前和之后的利润。

D 物 业 公 司 减 免 税 额 =23 ×［25% －（1-
50%）×20%］=23×15%=3.45（万元）。

15、小型微利企业如何咨询涉税事宜？
海南省国税局各大办税服务大厅设有专门的办税

咨询台，如有小微企业相关涉税问题，可前往办税服务大
厅咨询台咨询；也可拨打纳税服务热线电话12366；海南
省国家税务门户网站专门开设了税收优惠小型微利企业
办税指南栏目，可登陆hitax.gov.cn进行查询。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
2015年9月21日

主编：罗清锐 美编：陈海冰专题

减税扩围，小型微利企业该如何办税？

★106境外中资控股居民企业 是 否

★107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 是 否

★108存在境外关联交易 是 否

★109上市公司 境内 境外 否

★104从业人数 40

■ 本报特派记者 张中宝

9月19日至20日两天来，由陵水黎
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和丹东日报社共同主办的2015海南·陵
水旅游地产专场推介会上，16个具有热
带滨海风情的优质地产品牌，为丹东人
民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岛居度假生活模
式”，搅热展会现场。

本次推介会吸引了上万人观展，成

交7套，现场成交总金额1086万元。同
时，意向成交186套，成交总金额2.79亿
元，现场和意向成交总金额2.8986 亿
元，小展会办出了大会展效果。

三方合力办展人气旺

“政府搭台，主流媒体推介，品质企
业优惠多，为此次展会赢得可观人气。”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参展的推介项目均
由陵水县政府推荐组团参展，参展企业
信誉可靠，项目证件齐全。同时，此次展
会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丹东日报社整
合媒体资源，丹东、海南两地权威纸媒联
动宣传，同时大量运用新媒体平台扩大

展会影响力，提升了展会人气。
“展会推出的优惠政策也是非常有诱

惑力，很多人正是冲着特价房源来的。”海
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水湾项
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此次展会中该项目
特别推出了10套特价房，价格降幅高达
2000元/平方米。展会期间共吸引了万
余丹东以及周边市县市民前来参展。

九大活动搅热丹东

陵水县政府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辽
宁省丹东市居民在陵水置业的人数位列三
甲，丹东人对陵水的偏爱可见一斑。为此，
陵水此次将丹东市列为岛外推介目的地。

此次推介，丹东市与陵水两地还正
式启动了“江海互通，山海相连·丹东陵
水地产营销同盟”，两地住建房管部门签
订了盟约，此举标志着两地在地产营销
和交流互动方面建立了合作关系。

本次推介会上共有9大主题活动依
次展开。包括“丹东人，来此购”海南陵
水房产团购惠、“2015，请到陵水来置
业”陵水旅游地产专场推介日等等活动。

两地媒体联合推介

“通过此次城市形象推介和旅游地
产展销活动，让丹东及其周边城市的居
民买到海南最优惠、最优质的房子，同时

也让当地百姓了解陵水，为陵水的旅游
地产项目进驻丹东乃至东北市场搭建桥
梁和平台。”主办方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在活动期间，辽宁当地多家
重点媒体聚焦此次活动，而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则整合旗下海南日报、南国都市
报、南海网以及微信、微博、客户端等媒
体进行了全媒体宣传。

据悉，此次活动是继今年兰博会海
南精品旅游地产推介展销活动之后，今
年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又一次跨省跨界组
织的旅游地产推介展销活动，再一次彰
显了海报集团全媒体整合宣传推介的品
牌影响力。

（本报丹东9月20日电）

现场成交7套，意向成交186套，成交总金额2.8986亿元——

陵水岛居靓房 丹东市民心驰
陵水城市营销

旅游地产专场推介
关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