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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对扶贫捐赠给予税收优惠
�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 月 20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
定《政府工作报告》责任分工，强
调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发展
目标任务；明确增值税减税配套
措施，决定延续部分已到期税收
优惠政策并对扶贫捐赠和污染
防治第三方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刚刚
闭幕的全国两会精神，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的重
要讲话，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
各项部署。 会议将《政府工作报
告》 提出的重点任务逐项分解，
明确责任单位和时限，要求国务
院各部门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
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奋力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
标任务。 一要突出重点。 各部门
要紧扣深化改革开放、简政减税
降费、优化公平营商环境、培育

新动能等， 尽快出台细化措施。
二要抓紧推进。 已确定的工作和
政策要尽快落地、 资金尽快下
达，坚持结果导向，及时了解政
策实施中的企业反应、 群众呼
声，确保工作早见效、市场主体
有感受。 三要协同发力。 各部门
要从大局出发，加强相互配合和
政策配套。 完善督办机制，坚决
防止工作推进中“跑偏走样”、不
作为等问题。 以有力有效抓落实
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市场主
体信心，顶住下行压力，保持经
济平稳运行，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更
大规模减税的部署，围绕从 4 月
1 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 16%增值
税率降至 13%、交通运输和建筑
等行业 10%增值税率降至 9%的
举措，会议决定，一是进一步扩
大进项税抵扣范围，将旅客运输
服务纳入抵扣，并把纳税人取得

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由分两年
抵扣改为一次性全额抵扣，增加
纳税人当期可抵扣进项税。 对主
营业务为邮政、电信、现代服务
和生活服务业的纳税人，按进项
税额加计 10%抵减应纳税额，政
策实施期限暂定截至 2021 年
底。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
增。 二是对政策实施后纳税人新
增的留抵税额，按有关规定予以
退还。 三是相应调整部分货物服
务出口退税率、购进农产品适用
的扣除率等。 同时，加大对地方
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中西部地
区和困难县市倾斜。

为发挥减税政策对改善民
生和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支持作
用，会议还决定，一是延续 2018
年执行到期的对公共租赁住房、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运营、国
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等的税收
优惠政策。 二是从今年 1 月 1 日

至 2022 年底， 对企业用于国家
扶贫开发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县和建档立卡贫困村的扶
贫捐赠支出，按规定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据实扣除；对符合条
件的扶贫货物捐赠免征增值税。

三是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底，对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
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据中国政府网）

“中国社会工作”标志启用
� � 3 月 19 日，民政部正式发布

“中国社会工作”标志。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中国社会工作”标志启用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
出， 社会工作标志是社会工作
形象的集中体现，具有标示、识
别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和社会工作服务场所的重
要作用。 发布启用统一标志，打
造社会工作整体形象， 是加强
社会工作宣传、优化发展环境、
推进品牌建设的重要举措。

推广使用统一规范的标
志， 将有利于增强社会工作的
认知度和接纳度， 扩大社会工
作的社会影响力， 争取人民群
众的支持； 有利于增强社会工
作从业人员使命感与责任感，
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 提升社
会工作服务规范化与专业化水
平。 标志已在国家知识产权局
备案。 各级民政部门应积极推
动统一标志的使用。

《“中国社会工作”标志使用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
部门、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群团
组织、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
治组织、社区服务机构、社会组
织以及社会工作者， 有权使用

“中国社会工作”标志。

图形+中英文文字

“中国社会工作”标志由上
方图形与下方“中国社会工作”
中英文文字构成。 上方图形为红
心，内含中文书写体“社工”。 书写
体“社”字，既蕴含中文“社”字，也
蕴含中文“工”字，两字浑然一体，
点明主题。 图形采用党旗国旗的
红色，寓意着我国社会工作坚持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
色社会工作发展之路。“社工”书
写体采用白色，寓意广大社工以
高尚、纯洁、正直的情操开展社会
工作。

中国社会
工作标志形象
生动， 内涵丰
富，具有鲜明中
国特色，是我国
社会工作形象
的集中体现，具
有标示、识别社
会工作者、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
和社会工作服
务场所的重要
作用。民政部推
广使用统一规
范的标志，将有
利于增强社会
工作的认知度
和接纳度，扩大
社会工作的社
会影响力，争取

人民群众的支持；有利于增强社
会工作从业人员使命感与责任
感，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提升
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化与专业化
水平。

“中国社会工作”标志由民
政部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集、严
格评选确定，已在国家知识产权
局备案。 标志的发布，体现了党
和政府对广大社会工作者的殷
切关怀和无限希望，有助于进一
步凝聚、激励广大社会工作者以
更加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提供
专业服务。

开展社工服务和活动可使用

《管理办法》明确，“中国社
会工作” 标志所有权属于民政
部，并经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官
方标志备案。 未经民政部同意，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与该标
志相同或者近似的图案作为商
标注册和使用。

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
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群团组织、
企事业单位、 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社区服务机构、社会组织以
及社会工作者，有权使用“中国
社会工作”标志。

各使用主体在组织开展社
会工作服务和活动中， 可使用

“中国社会工作”标志。 社会工
作服务站点、 服务中心应悬挂
使用“中国社会工作”标志。“中
国社会工作”标志可与本地区、
本单位社会工作标志同时使
用，在同时使用时，应保证“中
国社会工作”标志处于主体（或
优先）地位。

“中国社会工作”标志样式
与应用规范由民政部统一规定。
凡使用“中国社会工作”标志的
应当符合标志的图案组成、文字

字体、构图比例、颜色标准等规
范要求，标志图形和文字不得拆
分单独使用。

“中国社会工作”标志可以
应用于社会工作者胸牌、 徽章、
办公桌标，以及与社会工作有关
的专业服务、公益活动、会议、宣
传用品、证书证件、媒体资料和
相关出版物等。

“中国社会工作”标志使用
管理实行分级负责制。 民政部
负责全国范围内“中国社会工
作” 标志的宣传推广并对标志
管理工作进行指导、监督。 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国
社会工作”标志管理。 上级民政
部门对下级民政部门的“中国
社会工作” 标志管理工作进行
指导、监督。

各级民政部门和各使用主
体应当定期、主动对标志使用情
况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规定的使
用情形，应当责令纠正。

有下列侵害“中国社会工
作 ” 标志合法权益情形之一
的，应当立即停止侵害 ；造成
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一）故意贬损 、毁坏“中国社
会工作 ”标志的；（二）未按规
定擅自修改、传播、制作“中国
社会工作 ”标志的；（三）在与
社会工作无关的活动、场所中
擅自使用“中国社会工作”标
志 ， 或者在物品上冒用标志
的；（四）使用“中国社会工作”
标志进行营利性活动的；（五）
其他侵犯“中国社会工作”标
志专用权的情形。

推进“全过程、多方位”使用

《通知》要求，要采取以点带
面、梯次推进的方式，有计划、有

步骤地推动标志在社会工作领
域的普遍使用。 各地相关部门和
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群团组织、
企事业单位、 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社区服务机构、社会组织以
及社会工作者， 可在组织开展
社会工作服务和活动中积极使
用标志。 社会工作服务站点、服
务中心以及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要主动悬挂使用标志。 社会
工作者要通过胸牌、 徽章等佩
戴使用标志。 社会工作相关会
议、办公用品、宣传材料、证书
证件、 媒体资料和出版物中可
以使用标志。

要结合标志“使用主体多、
应用环境多、拓展转化多”的实
际需求，大胆创新，广泛调动各
使用主体和社会力量参与，激发
社会工作领域对标志的理解与
认同，发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
从业人员聪明才智，策划实施人
民群众欢迎、社会反响热烈的社
会工作活动。

各地要树立标志宣传意识，
整合多方资源，推动标志在社会
工作推进中“全过程、多方位”使
用。 率先在各级政府支持或组织
实施的社会工作站点、 服务中
心和项目中启用， 在各级政府
组织的社会工作会议、 培训和
活动中运用。 鼓励全国性和地
方社会工作组织发挥联系广
泛、服务社会的优势，面向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 社会工作者和
社会工作教师与在校学生使
用。 引导各类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 站点自愿自主使用标志，逐
步扩大标志启用范围。

要坚持标志使用的公益性
原则，各地要通过网络、电视、报
纸、杂志、“两微”等主动公开标
志应用下载渠道，对任何合法合
规使用行为不增设“门槛”。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