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
关于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共同服务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为深入 贯彻落 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 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促进 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浙 委 办发 匚2018彐 83号 ),更 好地落
实国家减税降费重大决策部署 ,提 高民营企 业减税降费获得感

,

进一步激发我省 民营企业活力 ,优 化我省 民营企业税 收营商环
境 ,共 同助力我省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 家税务总局 浙江省税
“
务局 (以 下简称 省税务局” 浙江省工 商业联合会 (以 下简称“
省
工 商联”)经 友好协商 ,本 着服务大局 、依 法合规 、权责对等 、
)、

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 ,形 成框架性合作协议如下

:

第一 ,建 立税收信息互通机制 。双方互通有无 ,加 强重要税
收政策 、行 业形势 、意见建议等信息的交流共享。省税务局就税
收规范性文件 出台、税收政策执行 、征管体制改革 、纳税服务 、
税务检查等涉及 民营企 业 的重要税收决策 ,征 求省工商联和有关
民营企 业 、行 业商协会意见建议 。根据省工商联需要 ,提 供我省
有关民营企业分税种 、分地 区等税收统计数据 。省工商联 向省税
务局提供我省民营企 业相关基本 情况 ,组 织民营企业参加省税务
局召开的有关征求意见会 、座谈会,积 极反映民营企业对税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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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执行情况的意见建议等。
第二 ,建 立税收政策 宣传培训机制 。双方积极利用各类平台
和载体 ,向 民营企 业宣传税收政策 ,普 及税收知 识。联合开展税
收法律 法规 、税收优惠政策 、办税指南等宣传培训工作 ,加 强对
”
“
税收优 惠、 减税降费 政策解读 ,培 养企业依 法纳税意识 ,增 强
企业依 法纳税能力 ,切 实提高企业依 法 享受税收优惠和费用减 免
能力 ,帮 助降低 企业税收负担水平 。省工商联通过 网站 、《浙江
工商》、微信号等渠道 ,及 时传递最新税收政策信 息;在 民营企
业培训班中,设 置税收政策课程 ,省 税务局组织专家授课 。
第三 ,建 立联合调研机制 。双方联合开展税收政策 、税收管
理 、税收服务等涉及纳税人权益的重大改革和调整的专项调研

,

共同走访 民营企业 、行 业商会 ,召 开座谈会 ,深 入 了解 民营企业
对税收政策 、征收方 式等方面优化完善 的所求所 盼 ,推 动双方服
务方 式改善 、服务效呆提 升 ,不 断促进税收优 惠政策落实落地 。
第 四,建 立企业涉税杈益共同保护机 制 。省税务局作为税收
政策执行 的主管部 门,依 法依规保障 民营企业涉税合法权 益,帮
助企业解决税 收权益受损 问题 。省工 商联充分发挥 组织网络优
势 ,多 渠道及 时 了解和收集企业反映的涉税 问题并 向税务部门反
馈 ,税 务部门及 时研究加 以解决 ,并 定期反馈结呆 。
第五 ,建 立 民营企业涉税问题联席会议机制 。双方 一名分管
领导作为联席会议成员 ,并 确定省工商联经济处与省税务局纳税
服务处为各 自的 日常事务联系机构 ,定 期召开联席会议 ,研 究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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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合作事项 ,及 时沟通 交流企 业在纳税 过程 中遇到的 困难和矛
盾 ,共 同研究解决对策措施 ,合 力服务 我省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
第六 ,含 力构建亲清税企关系 。省税务局要 以亲为导向、以
”
” “
清为底 线 ,深 入推进叫艮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 的 三服务 活
动 ,构 建指导思想明确 、保障措施有力 、税企接触 交往行为规 范、
交往纪律严 明的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 ,确 保 中央减税降费政策在 我
省落地生根 。省工 商联要主 动收集企业对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执
法服务行为 的意见建议 ,及 时向税务部门反馈在税企沟通交往中
”
” “
“
出现的 亲而不清 和 清而不亲 的行为 。

国家税务 总局浙江省税务 局

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

负责人

负责人

:

:

—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