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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减免优惠，助力酒店业经营复苏

又到一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
纳时，医保到底怎么交？2021年南
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时
限是什么？标准是什么？面对这些
问题，南京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给
予了详细的解答。

问：2021 年南京市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缴费时限是什么？

答：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
保缴费时间为2020年11月1日至
12月25日。

问：2021 年南京市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是多少？

答：老年居民430元/人·年（户
籍迁入不满 5 年缴 1680 元/人·年）；
其他居民510元/人·年（户籍迁入
不满 5 年缴 1680 元/人·年）；学生儿
童220元/人·年（父母未在本市参
加职工医保的外地户籍中小学生缴
1360元/人·年）。

问：2021 年南京市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缴费票据如何打印？

答：（1）缴费人通过线上或线下
渠道缴费的，均可以到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南京银行、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
行柜面打印《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

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电子票据》，作为
缴费票证。另外，高淳区缴费人还
可以到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溧
水区缴费人还可以到江苏溧水农村
商业银行柜面打印《国家税务总局
江苏省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电子票
据》，作为缴费票证。

（2）登录江苏电子税务局网站首
页，（网址：https://etax.jiangsu.chinatax.
gov.cn/sso/login），进入“公众服
务”，点击“社保费缴费凭证打印”，
通过手机号验证，自行下载pdf文
件进行打印。

问 ：可 以 通 过 哪 些 方 式 缴 纳
2021年度医保费？

答:1、线上缴费。可通过“我的
南京”APP—社区—城乡居民社保
—社保缴费办理模块，点击进入，进
行缴费操作；支付宝首页，搜索“江
苏税务社保缴纳”，点击进入，进行
缴费操作；微信小程序，搜索“江苏
税务社保缴纳”，点击进入，进行缴
费操作。

2、业务经办银行柜面实时缴
费。在全市范围内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南京银行和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

均可经办缴费业务。另外，仅限高
淳区增加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
仅限溧水区增加江苏溧水农村商业
银行，可经办缴费业务。

3、委托业务经办银行（同上）代
扣代缴。缴费人按照规定的缴费标
准将医保费存入签订委托代扣关系
的上述经办银行卡中，由银行统一
代扣。

问：哪两类人群个人可不缴费？
答：（1）精准扶贫困难人员。参

保居民经本市相关部门认定属于最
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特困供养人
员、临时救助对象中的大重病患者、
享受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费
的20世纪60年代精减退职职工、重
点优抚对象、享受政府基本生活保障
的孤儿、特困职工家庭子女、持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二级以上
重度残疾人以及建档立卡低收入人
口,个人不缴费,由财政全额补助。

（2）被征地人员。本市被征地基
本生活保障待遇享受人员和老年生
活困难补助待遇享受人员参加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个人不缴费，由个人
账户资金、基本生活保障社会统筹账
户或各级财政负担。 陈平 李璐

一年一度的“双11”以各种形
式的促销活动让人眼花缭乱。今天
就来给大家普及一下购物中的税收
政策。

“立减”与“满减”

很多商家打出“错过今天，再等
一年”的全年最低价口号，再加上预
付定金立减，跨店满减，可谓是“骨
折价”了。其实所谓的“全年低价”
“立减”“满减”都是在商品原价上减
免一部分价款的促销方式，实质属
于一种商业折扣。关于折扣的政策
有哪些呢？

增值税方面：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折扣额抵减增值税应税销售
额问题通知》（国税函〔2010〕56号）的
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
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
税发〔1993〕154 号）第二条第（二）项
规定：“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
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
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
额征收增值税”。纳税人采取折扣方

式销售货物，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
张发票上分别注明是指销售额和折
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的“金额”栏分
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
增值税。未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
注明折扣额，而仅在发票的“备注”栏
注明折扣额的，折扣额不得从销售额
中减除。

企业所得税方面：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
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
号）的规定，企业为促进商品销售而
在商品价格上给予的价格扣除属于
商业折扣，商品销售涉及商业折扣
的，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
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退货

一时兴起买了之后又后悔，买家
秀与卖家秀相差太远需要退货⋯⋯
这些都是网上购物经常遇到的情
况。关于退货，税收上有那些需要注
意的呢？

增值税方面：根据《增值税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第50号令）第十一条的规定，小规
模纳税人以外的纳税人（以下称一般
纳税人）因销售货物退回或者折让而
退还给购买方的增值税额，应从发生
销售货物退回或者折让当期的销项
税额中扣减；因购进货物退出或者折
让而收回的增值税额，应从发生购进
货物退出或者折让当期的进项税额
中扣减。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
应税劳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发生销售货物退回或者折让、开票有
误等情形，应按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
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未按规
定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增值
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扣减。

企业所得税：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 号）的
规定，企业因售出商品质量、品种不
符合要求等原因而发生的退货属于
销售退回。企业已经确认销售收入
的售出商品发生销售折让和销售退
回，应当在发生当期冲减当期销售
商品收入。 王越

在南京人的记忆中，莫愁
湖公园不同月份的花卉节吸引
着全国各地的游人。但是今年
突发的一场疫情打断了大家的
观赏热情，周边酒店的经营也
受到影响。

南京格林联盟酒店莫愁湖
公园店就是其中一家，“往年花
卉节期间客房入住率能达到
90%以上，而今年疫情期间不
要说入住率，连基本的人员工
资和固定成本都成了酒店的很
大负担。”酒店总经理顾小乐
说道，“好在有国家和政府各个
部门的支持，尤其是税务部门
社保费减免的优惠政策，真的
是给我们酒店减轻了很大压

力。而且申报手续也很简单，
不用再填单向税务部门申请，
在核定缴费环节自动享受阶段
性减免社保费政策。我们有信
心一定会走出难关。”

“今年3月份经市政府同
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
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税
务局联合制定了《关于阶段性减
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实施办
法》，详细规定了自 2020年2
月至12月，免征中小微企业三
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而
且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
户也可以参照中小微企业享受
减免政策。”建邺区税务局工作
人员潘爱和表示。 王明静

“感谢泰山税务所工作
人员帮助我解决难题！”近
日，南京江北新区税务局收
到一件 12345 表扬工单。
市民陈女士通过12345政
务热线向帮助她协调解决
问题的税务工作人员表达
了谢意。

经了解，市民陈女士所
在的某小区物业在前期推广
使用了电子发票。陈女士对
电子发票的使用方法和效
力存在疑惑，于是拨打了政
务热线电话求助。泰山税
务所工作人员接收求助工
单后，第一时间联系陈女

士，详细介绍了电子发票的
优点以及开具步骤。在了
解到陈女士还有物业收费、
退卡等方面的诉求后，工作
人员第一时间将信息传递
给了泰山街道，与物管办等
多部门协同解决陈女士的困
惑和难题，消除了业主与物
业之间的误会。

为平稳化解物业投诉，
有效降低投诉发生率，新区
税务局主动对接相关街道物
管办，搭建投诉信息共享平
台，畅通工作协调机制，多部
门共同解决民生问题。

胥添文

南京天地人和再生资源利
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再
生物资回收、加工、利用的企
业，在减税降费等利好政策加
持下迅速复工复产，尤其是11
月1日起南京全面实行垃圾分
类，面对时事热点孕育的新业
态，企业对于产业未来发展充
满信心。

“今年国家减税降费政策
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硬核
支持，税务局的同志主动辅导
答疑解惑，不仅帮助我们及时
享受到资源综合利用等税收和
社保费减免的优惠，还为我们

送来了垃圾分类知识小册子，
让我们对垃圾分类有了更具体
的认识，今后我们将在生产生
活中更精准地落实垃圾分类要
求，加大环保技术的研发。”南
京天地人和再生资源利用有限
公司财务介绍说。

今年以来，南京税务部门
结合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
复产税费优惠政策，积极宣传
辅导垃圾分类知识和相关税
费优惠政策，在把减税降费
“红利”送到纳税人手中的同
时，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理念，
让垃圾分类蔚然成风。 陈平

“疫情发生后，产品供应链
受阻，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
了一定影响，但今年前三季度
总体销售额依然保持稳步增
长。”南京华瑞微集成电路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陶良跃表示，
预计企业全年的业绩仍会保持
增长态势。

疫情中的坚挺表现，得益
于企业长期以来对产品研发的
投入。陶良跃称，帮助企业沉
下心、聚底气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是税收政策支持。

据了解，南京华瑞微集成
电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功
率器件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2018年5月落户江苏南京浦
口高新区，2019年即通过了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且
获评2019年度“江苏省专精
特新（创新类）小巨人企业”“江
苏省科技型民营企业”等一系
列称号。华瑞微的产品正在从
消费级功率器件向工业级、车
规级功率器件迈进。作为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今年上半年享
受企业所得税优惠23万元，
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 55 万
元，针对疫情防控推出的社保
费阶段性减免则为企业减少了
近20万元的社保成本。多年
来的研发费用支出不是小数
目，而不断出台的税费优惠政
策如“及时雨”一般缓解了企业
的压力。

朱安民 王嘉诚

税动力助推集成电路企业行稳致远

助力生态环保 贡献税务力量

部门联动解民生难题
尽心尽力获衷心称赞

“双11”的税收政策小课堂

南京市六合区税务局首个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为了
提升新时代税务干部税收服务技能，工作室勇于创新，精益
求精，针对干部队伍建设，构建以干部考核管理线、干部队
伍建设线、青年干部成长线为中心的“三线”工作法，推出一
整套人才选育管用“组合拳”，加速干部成长，实现“工作业
绩、队伍素质、精神面貌”的显著提升。图为工作室成员正
在制作税务干部技能培训课件。 图/杨锦 文/梅睿杰

近日，建邺区税务局政策专家团队走访南京邦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投资项目多，涉及到的税收相关
政策也比较多。”公司财务刘经理介绍公司的经营情况，“近
年来建邺区税务局一直对我们的涉税问题提供及时有效的
指导，告诉我们相关税收政策。这次区税务局专家团队上
门辅导，并特地送了一封‘税收政策锦囊信’帮助我们企业
发展，非常及时、非常实用。个性化服务我要点赞！”熊国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