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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为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鼓励消
费者索取发票，规范发票开具和使
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工作安排，国
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以下简称
贵州省税务局）决定，2020年10月9
日起在全省开展有奖发票推广工作。
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实施范围
有奖发票的范围是贵州省辖区内

纳税人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开
具的，并经过验证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折叠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和增
值税普通发票 （卷票）（以下简称

“普通发票”）。下列普通发票不能参
加开奖：(一)红字普通发票；(二)代
开的普通发票；(三)票面有“收购”
字样的普通发票；(四)开奖时已作废
的普通发票；(五)2020年 6月 30日及
以前开具的普通发票；（六） 自开票
之日起已超过180天（不含本数，下
同） 的普通发票；（七） 价税合计正
数金额小于 50 元的卷票，不含税价
正数金额小于 50 元的其他普通发
票；（八） 其他被确定为恶意抽奖的
普通发票。

二、开奖方式
有奖发票以贵州全省摇奖区域，

贵州省税务局采取即开式(包括单位
和个人消费者)“一次”摇奖模式，
奖项共分为 3 个等次，分别为 20
元 、 50 元 、 100 元 。 贵 州 省 各 市
（州、区）、县（市、区）开展发票摇

奖的，以各地另行发布的通告为准。
三、摇奖流程
消费者取得普通发票后，通过

“贵州税务”微信公众号，点击“享
服务”栏目中的“有奖发票”进入，
并微信授权，通过扫描发票二维码或
录入发票代码和号码等信息参与摇
奖，有奖发票系统自动摇奖并当即告
知消费者是否中奖。消费者发票中奖
奖金采取即开即兑方式，以电子支付
方式即时给付中奖者。

四、其他事项
（一）消费者中奖后，请于24小

时内点击“立即领奖”，逾期未兑奖
视为放弃,弃奖金额自动结转下期。

（二） 消费者应妥善保管取得的
增值税普通发票。

（三） 消费者发现假发票、倒卖
发票或恶意抽奖的，可以拨打0851-
86906022咨询，或者拨打 12366专线
进行咨询或投诉举报(工作日 9：00-
12:00 和 14:00-17:00 为人工受理时
段，其余时间为“语音留言”受理时
段)。

五、本通告由贵州省税务局负责
解释。

六、本通告自 2020 年 10 月 9 日
起施行，终止日期另行通告。

特此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2020年9月28日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关于推行有奖发票工作的通告一、哪些发票可以参与摇奖？
有奖发票的范围是通过贵州省增值税发票管

理新系统开具的，并经过验证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折叠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
票（卷票）

二、哪些普通发票不能参加开奖？
(一)红字普通发票；
(二)代开的普通发票；
(三)票面有“收购”字样的普通发票；
(四)开奖时已作废的普通发票；
(五) 2020 年 6 月 30 日及以前开具的普通发

票；
（六）自开票之日起已超过 180天（不含本数，

下同）的普通发票；
（七）价税合计正数金额小于 50元的卷票，不

含税价正数金额小于50元的其他普通发票；
（八）其他被确定为恶意抽奖的普通发票。
三、开奖方式有哪些？
有奖发票以贵州全省摇奖区域，贵州省税务

局采取即开式“一次”摇奖模式，奖项共分为3个等
次，分别为20元、50元、100元。贵州省各市（州）、
县（市、区）开展发票摇奖的，以各地另行发布的通
告为准。

四、如何参与发票摇奖？
消费者取得普通发票后，通过“贵州税务”微

信公众号，点击“有奖发票”进入，并微信授权，通
过扫描发票二维码或录入发票代码和号码等信息
参与摇奖，有奖发票系统自动摇奖并当即告知消
费者是否中奖。消费者发票中奖奖金采取即开即
兑方式，以电子支付方式即时给付中奖者。

五、中奖后如何兑奖？
消费者发票中奖奖金采取即开即兑方式，以

微信红包的方式付给中奖者，消费者中奖后，请于
24小时内点击“立即领奖”，逾期未兑奖视为放弃,
弃奖金额自动结转下期。

六、发票中奖后为什么没有马上提示到账？
因为第三方支付平台兑付需进行校验，会有

一定延时，所以请耐心等待。
七、抽奖提示“该发票不属于有奖发票的范

围，不予开奖”是怎么回事？
可能存在以下原因：
（一）外省普通发票；
（二）红字普通发票；
(三)代开的普通发票；
(四)票面有“收购”字样的普通发票；
(五)开奖时已作废的普通发票。
八、抽奖提示“抱歉，您的发票不在开奖范围

内”是怎么回事？
可能存在以下原因：
（一）2020 年 6 月 30 日及以前开具的普通发

票；
（二）自开票之日起已超过 180天（不含本数，

下同）的普通发票；
（三）价税合计正数金额小于 50元的卷票，不

含税价正数金额小于50元的其他普通发票。
九、抽奖提示“该发票已超过摇奖次数限制，

请明天再试”是怎么回事？
答：该发票可能在开具后尚未上传，但当日已

扫描超过5次，需等待该发票上传后次日再进行扫
描或录入摇奖。

十、抽奖提示“服务器异常，请稍后再试”是怎
么回事？

答：可能存在有奖发票系统进行停机维护或
摇奖参与者网络异常的情况。

十一、抽奖提示“抱歉，暂查询不到此发票，无
法摇奖，请核对票面信息，或稍后再试”是怎么回
事？

（一）销售方开具发票后未及时上传发票信
息，请要求开票方及时上传发票信息，上传后方可
摇奖。正常情况上传时间不超过5分钟，请购买方
耐心等待。如果销售方为离线开具发票的，待其
上传发票信息后方可参与摇奖。

（二）录入的发票信息与实际票面信息不一
致。建议购买方核对录入的发票信息。

（三）使用外省开具的发票参与摇奖等。
十二、每个微信账户每天能够参与几次发票

摇奖？
答：每个微信账户每天分别限定摇奖次数为5

次，达到上限后，系统提示“您已超过当日摇奖次
数限制，请明天再参与”。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购
买方参与发票摇奖时，出现“暂查询不到此发票”、

“您的发票不在开奖范围内”等相关提示也算入摇
奖次数，因为，请仔细检查后再进行摇奖，以免造
成摇奖次数的浪费。

十三、我的发票中奖后退出页面了，找不到了
怎么办？

答：请重新打开有奖发票小程序，在“摇奖记
录”中继续兑奖。

十四、我的发票在参与摇奖后还可以正常报
销吗？

答：可以，参与摇奖的发票可以正常报销。
十五、我的发票是外省发票可以参加摇奖吗？
答：不可以，本摇奖系统试点期间仅针对贵州

省范围内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开具的，并
经过验证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折叠票）、增值税电
子普通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

十六、抽奖提示“这张二维码不支持自动填
充”是怎么回事？

答：在扫描卷式发票下方条形码时可能会有
该提示，卷式发票可通过扫描左下角二维码后手
工录入相关提示信息进行发票摇奖。

十七、抽奖提示“发票信息有误，请检查后重
试”是怎么回事？

答：可能使用微信扫描了错误的二维码。
十八、发现假发票、倒卖发票或恶意抽奖的怎

么办？
答：如发现假发票、倒卖发票或恶意抽奖等行

为的，可以拨打 0851-86906022 咨询，或者拨打
12366专线进行咨询或投诉举报(工作日 9：00-12:
00 和 14:00-17:00 为人工受理时段，其余时间为

“语音留言”受理时段)。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摇奖常见问题

本报讯 福泉市税务局认真落实各项
优惠政策、优化办税服务，用心抓“六
保”，全力促“六稳”，服务“六保”“六
稳”工作大局。

该局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优惠政
策，利用金税三期等税收大数据，对重点
优惠政策在市场主体中的落实情况进行全
程跟踪，复核纳税人申报信息、更新明白
卡，确保每项减税降费优惠政策落地最
快、受益面最大，助力援企稳岗。深入重
点行业企业详细了解企业近期物流通畅
度、订单、产销量、销售利润、税收受疫
情影响等情况，帮助企业解决涉税疑难。
同时，充分运用税收大数据深化分析，着
重从企业减免税数据、企业生产经营数

据、各类外部门的经济数据方面，分析研
究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情况，以及在带动扩
大就业、促进产业分工、促进结构改善等
方面的作用。继续推行“非接触式”网上
办、延期办、邮寄办等十项便民服务举
措，推广电子税务局、自然人扣缴客户
端、自助办税终端等灵活多样的办税方
式，努力实现主要办税缴费事项全部网上
办理，增进市场主体办税便利。

另外，该局牢固树立思想底线，严守
组织收入纪律，严肃收入质量，坚决不收

“过头税费”，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财力保
障，确保“六保”“六稳”各项举措落实
落地。

（陆跃群）

福泉税务：多措并举抓“六保”促“六稳”

本报讯 长顺县税务局坚持以纳税人需求为导
向，立足“六稳”“六保”大局，更好帮助小微企业渡
过疫情难关，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税务服务。

找准出发点，着力明确目的，把握要求。该局
以“助微企发展、强地方经济”为目标，以小微企业
涉税需求和问题为导向，进一步细化小微企业税源
分类，召开专题会研究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工作，一
把手亲自安排部署，组织部门负责人召开工作会
议，确定工作目的和方向；局内相关部门负责人担
当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工作具体实施的指挥员，亲力
亲为，以身作则抓推进、抓落实；全体青年干部集中
进行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学习，把握切入点，做

到有的放矢。按照“新老归口、需求归并、行业归
类”的方式，将小微企业细化分类，有针对性地开展
纳税服务工作。重点选择 2020年度纳税人满意度
调查中回答不满意、基本满意的纳税人，选择代表
召开座谈会，了解其对长顺税务日常工作的看法和
意见；选择在日常税源管理中存在问题和需求的纳
税人进行问卷调查，对政策宣传力度、办税辅导方
式等内容进行访问，了解诉求，实施差异化服务与
管理。

抓好落脚点，着力做好服务，夯实基础。对涉
税需求不同以及涉税业务熟悉度不同的纳税人开
展“滴灌式”办税辅导。针对新办企业纳税人在首

次进行涉税事项办理时存在问题，每月开展一次新
办企业套餐培训，主要内容为纳税人的权利和义
务、常见涉税业务的办理流程、减税降费政策、电子
税务局的基本操作等；根据意见和诉求的搜集情况
对辖区内较为成熟的小微企业按培训需求进行分
类培训，分为政策类、服务类、操作类等，提升小微
企业对税收政策知晓度知晓度和掌握度；将电子税
务局、自然人扣缴客户端等系统的常用操作方式录
制成短视频，在税企交流群内进行转发，让小微企
业纳税人能够通过更加直观的方式学会操作；推行
政策礼包“送货上门”服务，将涉税政策进行分类整
理，深入企业进行政策辅导等。 （涂雅君）

长顺税务：当好“服务员”倾力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