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袁严厉打击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袁形
成打击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合力袁 省生态

环境厅尧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叶江苏省保护
和奖励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人的若干规
定曳袁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

制度遥
据悉袁新版叶规定曳有

三大亮点院 拓展有奖举报
途径袁增加线索举报来源曰
划分不同奖励档次袁 提高
奖励标准袁 同时创新设置
悬赏条款曰简化领奖流程袁
对小额奖励以电子支付形
式发放袁 有效保护举报人
个人信息袁 提高举报奖励
工作效率遥

叶规定曳明确袁任何个
人和单位可依法向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举报生态环境
违 法 行 为 遥 可 以 通 过
野12345冶 热线尧野12369冶生
态环境举报电话袁 利用微
信公众号尧 电子邮件尧野随
手拍冶等方式进行举报遥 根

据被举报事项的难易程度尧 危害程度和情节
轻重袁对举报人予以 50 元至 1 万元不等的奖
励遥 对举报人能够提供详细材料尧协助开展调
查取证的袁 在原有奖励金额的基础上增加奖
励金额 50%的奖励遥 对举报监测数据弄虚作
假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尧 跨区域倾倒危险废物
并造成严重后果尧 长期严重超标排污等违法
行为的袁经查证属实袁报同级人民政府同意袁
可给予举报人最高 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遥 除
物质奖励外袁鼓励各地通过通报表扬尧颁发奖
旗尧奖状尧奖章尧荣誉证书尧授予荣誉称号等方
式对举报人进行精神奖励遥

叶规定曳还明确袁在生态环境部门微信公
众号尧官网上设置领奖平台袁对 1000 元以下
的小额奖励以电子支付形式发放袁对 1000 元
以上的奖励通过平台转账方式发放遥

叶规定曳明确袁对侵害举报人合法权益尧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责任人员袁 依纪依法给予
处分袁构成犯罪的袁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曰对利用举报公开造谣袁恶意举报扰乱社
会公共秩序构成违法犯罪的人员袁 提请有关
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遥 渊源自新华网冤

江苏省实施生态环境违法举报奖励新规
生态环境举报最高奖励 50万元

日前袁国家网信办发布关于叶网络数据安
全管理条例渊征求意见稿冤曳公开征求意见的通
知遥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袁叶意见稿曳提出袁国
家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曰 不得将人脸尧
步态尧指纹尧虹膜尧声纹等生物特征作为唯一的
个人身份认证方式袁以强制个人同意收集其个
人生物特征信息曰大型互联网平台运营者在境
外设立总部或者运营中心尧研发中心袁应当向
国家网信部门和主管部门报告等遥

叶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渊征求意见稿冤曳
发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野网信中国冶微信公众号发文称袁为落实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曳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数据安全法曳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
护法曳等法律关于数据安全管理的规定袁规范
网络数据处理活动袁保护个人尧组织在网络空
间的合法权益袁 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袁根
据国务院 2021 年立法计划袁 网信办将同相关
部门研究起草叶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渊征求
意见稿冤曳袁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遥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袁叶意见稿曳提出袁国家
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遥按照数据对国家
安全尧公共利益或者个人尧组织合法权益的影
响和重要程度袁将数据分为一般数据尧重要数
据尧核心数据袁不同级别的数据采取不同的保
护措施遥

国家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进行重点保
护袁对核心数据实行严格保护遥各地区尧各部门
应当按照国家数据分类分级要求袁 对本地区尧
本部门以及相关行业尧领域的数据进行分类分

级管理遥
数据处理者应当建立数据安全应急处置

机制
叶意见稿曳提出袁数据处理者开展以下活

动袁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袁申报网络安全审
查院汇聚掌握大量关系国家安全尧经济发展尧公
共利益的数据资源的互联网平台运营者实施
合并尧重组尧分立袁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
的曰处理 100 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
赴国外上市的曰数据处理者赴香港上市袁影响
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曰其他影响或者可能
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遥大型互联网平
台运营者在境外设立总部或者运营中心尧研发
中心袁应当向国家网信部门和主管部门报告遥

叶意见稿曳提出袁数据处理者发生合并尧重
组尧分立等情况的袁数据接收方应当继续履行
数据安全保护义务袁涉及重要数据和 100 万人
以上个人信息的袁应当向设区的市级主管部门
报告曰数据处理者发生解散尧被宣告破产等情
况的袁应当向设区的市级主管部门报告袁按照
相关要求移交或删除数据袁 主管部门不明确
的袁应当向设区的市级网信部门报告遥 数据处
理者应当建立数据安全应急处置机制袁发生数
据安全事件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袁采取措
施防止危害扩大袁消除安全隐患遥

叶意见稿曳规定袁数据处理者因业务等需
要袁 确需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提供数据的袁
应当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数据出境安全
评估袁数据处理者和数据接收方均通过国家网
信部门认定的专业机构进行的个人信息保护

认证遥 存留相关日志记录和数据出境审批记录
三年以上遥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提供用于穿
透尧绕过数据跨境安全网关的程序尧工具尧线路
等袁不得为穿透尧绕过数据跨境安全网关提供
互联网接入尧服务器托管尧技术支持尧传播推
广尧支付结算尧应用下载等服务遥

不得将人脸等生物特征作为唯一的个人
身份验证方式

叶意见稿曳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具体规
范袁数据处理者利用生物特征进行个人身份认
证的袁应当对必要性尧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袁不
得将人脸尧步态尧指纹尧虹膜尧声纹等生物特征
作为唯一的个人身份认证方式袁以强制个人同
意收集其个人生物特征信息遥

此外袁叶意见稿曳还规定袁互联网平台运营
者应当建立与数据相关的平台规则尧隐私政策
和算法策略披露制度袁 及时披露制定程序尧裁
决程序袁保障平台规则尧隐私政策尧算法公平公
正遥日活用户超过一亿的大型互联网平台运营
者平台规则尧隐私政策制定或者对用户权益有
重大影响的修订的袁应当经国家网信部门认定
的第三方机构评估袁并报省级及以上网信部门
和电信主管部门同意遥

互联网平台运营者应当对接入其平台的
第三方产品和服务承担数据安全管理责任袁通
过合同等形式明确第三方的数据安全责任义
务袁并督促第三方加强数据安全管理袁采取必
要的数据安全保护措施遥 第三方产品和服务对
用户造成损害的袁用户可以要求互联网平台运
营者先行赔偿遥 渊源自新华网冤

国家拟出台数据分类分级保护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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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袁截
至 10 月底袁全国各类企业提前享受加计扣除
金额 1.3 万亿元袁减免税额 3333 亿元袁享受加
计扣除金额占去年全年汇算清缴的 77.6%遥

今年以来袁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政策连续推出袁企业享受政策红利时间更早尧
力度也更大袁政策效应超出预期遥 税收红利不
断释放袁不仅促进了科技创新袁也有力支持了
工业经济平稳运行遥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今年 9 月份袁税务部门发布新政策袁明确

2021 年 10 月份纳税申报期袁在允许企业提前
享受上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基础上袁再
增加一个季度的优惠袁即在 10 月份可提前享
受前三季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遥

新政策盘活企业现金流袁 有效缓解了资
金压力遥 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税务总
监王晓雪表示袁 提前享受研发费用预缴加计
扣除后袁企业可将更多资金投入研发袁提升自
主研发能力遥

野这项政策让制造业享受双重利好袁有利
于增强发展动力遥 冶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一
级巡视员刘宝柱介绍袁 制造业企业不仅可提
前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袁 而且加计扣
除比例由 75%提高到 100%遥 双重利好惠及
18.6 万户制造业企业袁 加计扣除金额达 9036

亿元袁减免税额 2259 亿元袁占全部享受优惠
户 数 和 减 免 税 额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57.7% 和
67.8%遥 其中袁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让制造业企
业多享受减免税额 571 亿元袁 政策支持制造
业发展的导向得到有效显现遥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
员蒋震认为袁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跟着科
技创新规律走袁 把握税收政策和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逻辑关系袁使政策更具生命力遥

野政策支持力度加大袁有利于激发创新活
力遥 冶刘宝柱表示袁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
看袁82.1%享受优惠的企业加计扣除超过 100
万元曰从户均水平看袁享受优惠的企业户均研
发投入 456.5 万元袁按可比口径测算袁同比增
长 13.3%袁企业研发投入力度增强遥

申报流程更加便捷
为进一步方便纳税人办税袁 税务部门还

通过增设 2021 版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尧调整
优化野其他相关费用冶限额计算方法等措施袁
大幅精简企业账表填报信息袁 优化费用计算
方法袁减轻企业核算负担遥 企业享受政策所需
填写的研发费用辅助账表减少 75%袁 填报时
间明显缩短袁财务工作量大为降低遥

野考虑到部分中小微企业财务核算水平
不高袁准确归集尧填写 2015 版研发支出辅助
账有一定难度袁税务部门增设了 2021 版研发

支出辅助账样式袁降低了填写难度遥 冶北京市
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二级调研员王素江介
绍袁新增设的辅助账样式由过去的野4 张辅助
账+1 张汇总表冶简并为野1 张辅助账+1 张汇
总表冶袁进一步减轻申报负担遥

野以前进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申报袁填写
研发支出辅助账确有一定难度遥 冶重庆桴之科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冯茜表示袁 新政
策增设了更简洁的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袁企
业既可使用老版本袁也可使用新版本袁还可根
据企业情况自己设定袁 大大减轻了企业办税
负担遥

新政策还将原来按照每一研发项目分别
计算野其他相关费用冶限额袁改为统一计算全
部研发项目野其他相关费用冶限额袁有效简化
了计算方法遥

野近期袁我们按照新政策办理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时袁充分感受到时间更早尧红利更多尧
核算更便捷等特点遥 冶北京大清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翟海虹说袁 统一计算限额
的新政策袁 允许限额在不同项目之间调剂使
用袁 这对高研发投入企业来说袁 优惠力度更
大袁也更便于计算遥

政策红利快享直达
在实际操作中袁 由于一些研发活动情况

复杂尧周期偏长袁不同领域的研发活动又各有
特点尧专业性强袁部分企业在核算时需归集的
资料较多遥 为确保政策及时有效落地袁税务部
门还从精准辅导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袁 确保
政策红利直达快享遥

野新政策推出以来袁税务部门第一时间把
优惠政策打包推送给财务人员袁 负责联系我
们的税务干部还多次对相关政策应用尧 报表
填报等给予指导遥 冶北京朗视仪器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钱晓峰表示遥

为精准辅导企业享受优惠政策袁 税务总
局及时调整完善信息系统袁 加大对落实政策
的督查督导力度袁 组织各地税务机关依托大
数据平台袁重点筛选高新技术企业尧科技型中
小企业尧历年有研发支出的企业等袁一对一做
好政策宣传辅导遥 同时袁还加强与科技尧财政
等部门的协作沟通袁 帮助企业及时做好争议
研发项目鉴定袁使企业更好享受优惠遥

蒋震认为袁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税
收政策体系着眼全局尧立足实际尧激励创新的
野牛鼻子冶袁 有助于营造激励创新的良好税收
环境袁优化科技创新土壤袁政策效应将会在中
长期得到体现遥

渊源自中国新闻网冤

减税新政策为企业“加油添薪”
日前袁江苏省税务局发布数据袁今年结构

性减税中力度最大的一项政策要要要制造业企
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首个预缴期结束袁全
省共 4.95 万户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
惠政策袁减税 394 亿元袁户数和金额全国领先袁
其中 3.15 万户制造企业按 100%加计扣除袁减
税 321.75 亿元袁新增减税 80 亿元遥

作为制造业大省袁这项惠企政策给江苏企
业带来了哪些利好钥又对推动制造大省迈向制
造强省起到了怎样的杠杆撬动作用钥 连日来袁
记者在全省多地展开调研遥

政策野红包冶增添研发动力
野研发至上袁一直是恒立流淌在血液里的

企业基因遥 冶10 月 27 日袁记者来到江苏恒立液
压股份有限公司车间袁 生产线上机器轰鸣袁公
司财务总监彭玫介绍袁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
政激励袁今年公司在新产品开发上加大研发投
入袁并新建成两条研发生产线遥

采访中袁彭玫细细算了一笔账院企业研发
费用 2020 年较 2019 年增长 30%袁而今年又有
攀升袁较去年增长 50%袁投入超过 4.5 亿元遥 进
入 10 月份袁 先前得知的政策利好预期很快得
以兑现袁在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
首轮申报中袁 前三季度共获得 7000 万元税收
优惠遥 野今年预计销售收入能达到 90 亿元袁未
来 3-5 年内袁还将新增 30 亿元袁而这些袁都是
新产品研发带来的增长点遥 冶

野新政策给了我们比黄金更珍贵的信心袁
现金流的释放更使我们敢于拓宽研发领域袁为
未来发展打下根基遥 冶彭玫说袁接下来袁企业还
有件野大事冶必须要做院新建一个研发楼遥

野政策耶大红包爷落袋袁相当于支持我们免
费上了一个新研发项目遥 冶这是野站谈冶企业家
们的共同感受遥 税务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袁前
三季度袁12 家常州野站谈冶企业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共 12.43 亿元遥

一野税冶激活万企野兴冶
装卸尧搬运尧调度尧发货噎噎10 月 29 日袁

在苏州吴江袁行业龙头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的物流基地一片繁忙遥今年以来袁企业 5G
产品订单量增长速度让副总经理轩传吴吃了
一惊袁但他更清楚袁快速增长的背后袁是企业核
心技术的支撑遥野以超低损耗光纤为例袁这款用
于 5G 建设的耶拳头产品爷袁是通过自主创新攻
克了 30 余项关键技术袁 才得以突破长期依赖
进口的瓶颈遥 冶

野科技创新一路上耶披荆斩棘爷并不容易袁
税收优惠政策真真切切减少了研发资金压
力遥 冶轩传吴直言袁在 5G 发展领域袁现阶段是
抢抓期袁谁能率先在野5G+工业互联网冶关键领
域布局袁谁就能掌握未来该领域的话语权遥野今
年 1-9 月公司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近亿
元袁这是一把让我们开启更多关键项目大门的
耶金钥匙爷遥 冶

前几日袁在国家野十三五冶科技创新成就展
上袁野京华号冶 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闪耀全场袁
这让 1000 公里外尧 位于南京浦口的中铁十四
局集团大盾构工程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兴奋不
已遥 在中国铁建野十大品牌冶中袁大盾构品牌位
列其首遥野只有掌握最核心的技术袁才能不被人

耶卡住脖子爷遥 冶中国铁
建大盾构公司财务资
产部部长杜助军说袁
得益于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等政策激励袁今
年以来袁 公司一系列
科研技术攻关步伐明
显加快遥 野在浦口区税
务部门辅导下袁 得知
全年预计可享受加计
扣除 1.8 亿元袁我们决
定进一步扩大投资袁
经过多方选址袁 已经
初步计划在南通建设
再制造基地袁 预计投
资 6 亿元遥 目前再制
造基地委员会已经成
立袁 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遥 冶

研发投入越高受
益越显著

野你们投得越多袁
税收抵扣越多噎噎我
们就是要通过税收优
惠尧市场化的办法袁公
平普惠地撬动企业和
全 社 会 增 加 研 发 投
入遥 不光要四两拨千
斤噎噎还要四两拨万
斤浴 冶

野成功了浴 冶7 月
27 日袁 业内首台智能
化流体装卸臂袁 经过
多次自动微调袁 精准
快速对接输油臂袁首
次实现输油臂自主学
习尧智能避障尧自动对
接等功能袁让连云港远洋流体装卸设备有限公
司厂区内热闹起来遥 在公司总经理单继强眼
中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关键好处就在于
其带来的资金流袁在最紧要关头给这个新技术
项目的研发加上了野润滑剂冶遥

这段时间袁科创板也热闹起来遥 先是中科
微至智能制造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10 月
26 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
市袁紧接着第二天袁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
限公司也野上新冶科创板遥信息技术系统服务机
构 Wind 数据显示袁 前三季度科创板共有 126
家成功 IPO袁其中袁我省以 23 家位列首位遥 野江
苏板块表现最为亮眼袁离不开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新政策的助力遥 冶省社科院政策研究所所长
张春龙分析指出袁新政给企业带来一个明显信
号院越是愿意在研发费用上高投入袁其受益就
越显著遥

张春龙认为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频频
升级尧不打折扣落地袁给全省广大制造企业吃
下了野定心丸冶袁让他们敢于在研发上投入袁提
升制造水平尧带来核心要素突破袁最终实现野江
苏制造冶登高望远遥 野这就是四两拨千斤尧拨万
斤袁撬动创新杠杆的关键所在遥冶渊源自中江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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