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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减税降费政策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影响
——以湘西自治州注册会计师行业为例
邓鑫磊
吉首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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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对湘西州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税务局出台了
系列减税降费政策。通过对湘西州注册会计师行业实证研究发现,减税降费政策对湘西州中小企业回暖
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疫情后需要从推进减税降费与财税政策协同发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加强减
税降费政策的宣传等方面加大着力点,方可充分发挥减税降费政策助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 新冠肺炎；减税降费；民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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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ax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on the Economy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COVID-19 Epidemic
--Taking the Certified Accounting Industry in Xiangxi Autonomous Prefecture as an Example

Xinlei Deng
Jishou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Abstract] 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brought a hug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Xiangxi Prefecture. In order to help enterprises resume work and production, the tax bureau has issued a series
of tax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Through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industry in
Xiangxi Prefec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tax and fee reduction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economic effect on the
recover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Xiangxi Prefecture. After the epidemic,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focus of coordinating tax and fee reduction with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improving policies on tax
and fe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of tax and fee reduction so that we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ax
and fee reduction policies in help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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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贫困村出列、8县市摘帽脱贫。[1]由于
湘西会计师事务所增值税和社保费的缴纳情况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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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累计实现工业增加值31.2亿元,同比
下降1.2%,[2] 这对湘西州经济发展带来
极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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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湘西州 ABCD 事务所 2019 年、2020 年《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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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20年安排了疫情防控资金1000万
[5]

元。 实践证明,要提高减税降费政策
和财政投入效用,就必须构建减税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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