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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台文化企业“房租通”最高补贴30%
1月2日，2020年第一个工作日， 北京市向文化产业园区及入驻企业送出开年大礼包，不
仅出台《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服务包”工作方案》（以下简

“服务包”

解读“房租通”和“服务包”

称“服务包”），对文化产业园区整合多条普惠式和定制式服务举措，还推出《北京市文化企业
“房租通”支持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房租通”），使市级文化产业园区的入驻企业有机会享
受最高达30%的房租补贴。近年来，北京市通过多种方式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文化产业园
区则已成为推进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随着此次“房租通”及“服务包”的推出，文化产业

对象 北京市的文化产业园区
具体内容
简述 房租补贴
对象 入 驻 市 级 文 化 产 业 园
区， 在北京注册经营一
年以上的小微企业，以
及在京注册一年以上、
三年以内的初创企业，
符合文化企业分类标准
具体内容 可实现面积达500平方
米、 最高可享受30%的
房租补贴， 金额可达30
万元

迎双重利好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出台的“服务
包”共整合了17条市级普惠式服务举措和27
条区级定制式服务举措。其中，市级普惠制服
务举措包含文化金融“家门口”一站式服务、
园区建设发展指导、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
服务、园区发展咨询服务、园区宣传推介服
务、园区文化人才服务共六大类；而区级定制
服务，则包含了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通州、
大兴、昌平以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特色
服务事项。
在相关举措之外，为了更好地实现服务，
“服务包”还对北京市的文化产业园区配备了
市区两级3个种类的服务管家，并规定市委宣
传部是“服务包”的总管家、市文化改革和发
展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是专项管家、园区
所在区的区委宣传部（或区文化产业促进机
构）是本区文创园的服务管家。

●市级普惠式服务举措
文化金融“家门口”一站式服务
园区建设发展指导
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服务
园区发展咨询服务
园区宣传推介服务
园区文化人才服务
●区级定制式服务举措
东城、西城、朝阳、海淀、
通州、大兴、昌平
以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特色服务事项

京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实现收入9912.3亿
元，继续保持良好稳定增长态势。
解决发展痛点
但与此同时也能发现，推动文化产业及
近年来，北京市通过一系列政策推动文 文化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也面临着更高的要
化产业园区及文化企业的发展，不仅2018年 求，此次无论是“服务包”抑或是“房租通”，瞄
以来制定出台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 准的也均为文化产业园区以及入驻企业当下
行动计划，印发文化旅游融合、影视、音乐、游 的发展痛点。
戏等多个细分领域政策，推进文创银行、文化
以“房租通”为例，该政策针对的便是小微
发展基金建设等，优化北京市文化产业营商 初创企业所面临的房租贵问题。北京灿烂星路
环境，此外还制定出台《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 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丹表示，公司
园区认定及规范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加 是一家从事艺术培训与艺术实践演出相结合
快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建设发展的意 的创业公司，至今成立两年，公司开展了时尚、
见》，提升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水平。
形体、舞蹈等多方面的培训业务，但受制于培
在不同形式的推动作用下，2018年，北京 训教室等租房成本居高不下，导致没有更多的
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实现收入超过1万亿元， 资金投入到新的创意和项目上，若能获得“房
产业增加值占北京地区GDP比重在10%左 租通”的补贴，将有效降低经营成本。
右，始终居于全国首位，同时当年首批33家北
北京市文资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
京市文化产业园区共集聚文化企业超过6000 推动园区健康发展，前期已出台《关于保护利
家，实现文化产业收入超过4000亿元，成为全 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的指导意见》，对老
市文化产业发展新高地。而在今年1-10月，北 旧厂房等文化空间在土地、规划、消防等行政

南北两大旅游目的地掀监管风暴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主打避寒、冰
雪游的海南和黑龙江双双步入冬季旅游旺
季，而随着当地旅游市场快速升温，新一轮的
行业整顿风暴也悄然掀起。1月2日，北京商报
记者梳理发现，继海南各级政府部门接连出
台新政、启动对当地旅游市场的综合整治，查
处打击不合理低价游等违规行为后，黑龙江
也开展了对雪乡的暗访，了解住宿餐饮价格
及服务情况等，确认宰客等行为的整改进展。
在业内看来，冬季我国大多数城市普遍进入
了旅游淡季，而黑龙江、海南却因气候、自然
资源等优势“反季节”地吸引了大量游客前
往，迎来了又一个旅游旺季。不过，近年来两
地频繁被曝出的旅游经营乱象，不仅损害了
消费者的利益，也让这两地的旅游品牌变得
毁誉参半，专家认为，这一南一北两大冬季旅
游重点城市确实需要长期且持续重拳整治市
场，只有健康有序地供给，才能留住游客，保
住难得的冬季旅游热度。
旅游旺季的到来，同时给海南、黑龙江
这一南一北两大城市的旅游市场注入了一
针“兴奋剂”，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愈发关注
起当地是否还存在曾经备受诟病的各种经营
乱象。
公开信息显示，此前上述两地确实频繁
被吐槽存在坐地起价、强迫购物等旅游经营
违法违规问题。就在去年11月中旬，有游客在
网上给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留言表示，自己
于当地旅游时被导游“忽悠”着带到店里购买
乳胶床垫，然而在购买了超过万元的产品后，
却发现产品名不符实，生产商连基本的销售
官网都查不到。
无独有偶，冬季旅游名声在外的黑龙江
雪乡，也总被人与“宰客”一词联系在一起。此
前，有游客爆料，雪乡开园不久，住宿价格就
已堪比“五星级酒店”，景区内普通炕位价格

27条区级定制式服务举措

“房租通”

园区将逐渐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

据方案显示，总管家要研究制定服务两
类市级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服务举措和政策
措施，统筹协调推动“服务包”的实施、接收
“服务管家”反馈的园区发展诉求并逐项研究
丰富“服务包”内容。专项管家则主要负责提
供园区发展专项服务。服务管家则要建立联
系园区建设运营管理机构的“直通车”，按照
“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原则定期走访调研，上
门送政策、送信息、送服务，认真倾听园区诉
求，协调解决具体困难。
不只是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迎来利好，
入驻企业也将有机会享受房租补贴。据“房租
通”显示，通过审核的企业可实现面积达500
平方米、最高可享受30%的房租补贴，金额可
达30万元，在北京注册经营一年以上的小微
企业，以及在京注册一年以上、三年以内的初
创企业，只要符合文化企业分类标准均可申
请。而现阶段，“房租通”将先对市级文化产业
园区入驻企业进行房租补贴，未来则将纳入
更多园区。

简述 17条市级普惠式服务举措和

黑龙江省旅游市场整治行动

■当地所有购物店必须

■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听取了省政

具备“五证”（用地审批手

府办公厅督查组对雪乡景区旅游服

续、规划审批手续、建设

务情况的明察暗访调查汇报。

审批手续、 排污手续、消
防手续）
■ 《2020年元旦春节暨
旅游旺季综合整治工作
方案》

高达380元/ 天，标准间880元/ 天，豪华双人
房1580元/ 天，商务套房2580元/ 天，而且节
假日价格还会在此基础上上浮15%-30%。
然而，“ 高端”价格下，雪乡的住宿条件却很
一般，普通炕位甚至都没有独立卫生间。同
时，雪乡各种雪上娱乐项目单价也几乎鲜有
低于百元的。
就此，在步入2019-2020年这一轮旅游
旺季之时，海南、黑龙江分别出台各种措施，
或采取明察暗访等形式重拳整治旅游市场上
的各种违法违规现象。比如：海南省三亚市整
治办就曾在近期发文要求当地所有购物店必
须具备“五证”（用地审批手续、规划审批手
续、建设审批手续、排污手续、消防手续），并
对上述事件中游客投诉的7家乳胶购物店进
行停业整顿。而后，当地还发布了《2020年元
旦春节暨旅游旺季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提出
将重点对旅游交通、海鲜水产、购物点、潜水、
涉海旅游等热点行业开展整治工作，严厉打
击组织经营不合理低价游、旅游“黑车”“黑
船”“黑潜水”、海鲜价格欺诈、购物店产品价
格虚高、恶性拉客等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违
法行为。
同时，对于旅游热度不断提升的雪乡，
去年11月下旬，黑龙江省政府召开常务会

■1月1日，黑龙江省省长王文涛暗
访， 向雪乡旅游服务人员、 经营商
户详细了解旅游投诉热线， 以及旅
游规范管理等情况。

议，听取了省政府办公厅督查组对雪乡景
区旅游服务情况的明察暗访调查汇报。据
当地媒体报道，雪乡景区冬季开园在设施
准备、服务管理、投诉反馈等方面，都反映
出工作不到位、准备仓促等问题。就此，在今
年1月1日，黑龙江省省长王文涛再次对雪乡
进行了暗访，向雪乡旅游服务人员、经营商
户详细了解旅游投诉热线，以及旅游规范管
理等情况。
在业内看来，不论是黑龙江还是海南，基
本都属于“半年闲”式的旅游城市，在冬季其
他地方进入旅游淡季后，这两地却迎来了旅
游消费高峰期，而随着各地游客涌入，如果监
管不严容易滋生经营不规范等问题。北京联
合大学旅游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金山直
言，不论是黑龙江还是海南，景区内及周边的
商户经营受季节性影响较大，因此在旺季期
间容易出现受利益驱使商户抬高物价的现
象。由于目前国内的冬季旅游资源相对不足，
不论是雪乡的冰雪资源还是海南的避寒度假
资源都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因此部分项目价
格走高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地方政
府放任市场野蛮生长，不去严控价格虚高等
问题，长此以往，当地的旅游品牌也将会渐渐
失色，游客会加速流失。

打造更多文化新地标

近年来，北京市围绕文化产业园区进行精
准施策、精细管理、精心服务、精美塑造、精诚
合作，
“大而专”
“小而美”的文化产业园区形成
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呈现出党建引领强化、
集聚效应显著、社会效益提升、腾笼换鸟加速、
融合发展深化、消费拉动明显等新特点，对全
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作用大大增强。
截至目前，已拥有包括中国北京出版创
意产业园、中关村软件园、郎园Vintage、文心
华策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园区，集
聚了蓝海电视、磨铁、时代光华、天闻数媒、新
浪、网易、百度、字节跳动、快手科技、华策影
视等一批知名文化企业。且越来越多的文化
产业园区与社区、城市建设发展相结合，参与
夜间经济，实现明显的消费拉动作用，如位于
CBD的郎园Vintage，是北京市首批“夜京城”
商圈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北京市已有文化产
业园区逐步辐射、渗透至其他省市甚至是海
外。其中，尚8、北服创新园等园区在北京城市
副中心、雄安新区等地设立分园区；郎园、北
影平房园等园区通过运营模式输出等方式向
杭州、长春等地辐射；瀚海、德必等在美国、意
大利实现了园区品牌的国际化输出。
但北京市文化产业及园区的发展将不会
止步于此，而是计划在未来五年涌现一批类似
“郎园”
“798”的园区，打造北京的文化地标。
会议指出，当前，北京正处在由城市发展
转向首都发展的关键节点，面临着从集聚资
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展的深刻转型。文
化产业作为北京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在城市
转型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产
业园区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推动
其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个税App可查收入纳税明细
新年伊
始，个税App上新了“收入纳税明细查询”功
能。1月2日，记者登录个税App发现，市民可
在首页的常用业务中点击“收入纳税明细查
询”栏目，实时查询2019年工资薪金、劳务报
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四大项18类收入
明细和已申报个税金额。
目前“收入纳税明细查询”栏目可显示
市民2019年度的工资薪金、内退补偿金、个
人股权激励收入、一般劳务报酬所得、其他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
得等共18类收入的明细，包括收入类别和金
额、税款金额、扣缴单位等多项细节。一旦市
民确信某项收入完全与自己无关，或者申报
内容有误，即可在该栏目内直接通过分项或
批量申诉功能进行投诉。
了解个人全年收入是进行年度汇算清
缴的第一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此前发布的
《关于办理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
算清缴事项的公告》，2020年3月1日至6月30
日是纳税人办理2019年度汇算的时间。
一般而言，工薪族每个月收到的工资
里，公司作为扣缴义务人已经依法进行税收
预扣。因而，2019年度汇算应退或应补税额
的计算公式为：应退或应补税额=（[综合所
得收入额-60000元“三险一金”等专项扣
除-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
其他扣除-捐赠）×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019年已预缴税额。
根据《公告》，纳税人只要综合所得年收
入不超过12万元，则不论补税金额多少，均
不需办理年度汇算；纳税人只要补税金额不
超过400元，则不论综合所得年收入的高
低，均不需办理年度汇算。此外，如果纳税人
平时已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完全一致，
既不需要退税也不需要补税，也就无需办理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肖涌刚）

海南省三亚市旅游市场整治政策

许可审批方面，建立绿色通道，畅通了企业
“进”的问题，现在出台“房租通”政策，解决
“降”的问题，把进园区孵化的文化企业成本
降下来，解决企业发展痛点。

收入纳税
明细查询
登录个税App， 市民可在首页
的常用业务中点击“收入纳税明细
查询”栏目，实时查询2019年工资
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
费等四大项18类收入明细和已申
报个税金额。

年度汇算。
综合所得年度汇算，不仅对纳税人是第
一次，对税务机关也是第一次。一些纳税人
担心在办理年度汇算时会出现“扎堆”进而
导致网络或办税厅出现拥堵。国家税务总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让纳税人有一个清
晰、稳定的时间预期，踏实办税、体验更优，
税务部门将采取分类分批引导办理的方式，
主动提醒不同纳税人在一定时间段内办理，
这样也便于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优
质高效的办税服务，希望得到广大纳税人的
理解和配合。
记者注意到，“综合所得汇算申报”功能
入口也已在“个人所得税”App页面中显示，
但正式上线日期为3月1日。现阶段，纳税人
可根据提示查看“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
申报”专题，了解相关具体信息，以便届时明
白办理年度汇算。
税务总局方面表示，税务总局正在对信
息系统相关功能进行最后验证，待年度汇算
期开始，系统将根据一定规则为纳税人提供
申报表相关数据的预填服务，帮助纳税人更
好、更便捷地完成年度汇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