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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天津大沽海河客运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海河渡2”号轮的《船舶

国籍证书》，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天津宁和安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16MA05J5GA2Q, 申 请 注

销。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天津融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公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张晓冰、劳启发女士/先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

法律的规定，以及我公司与许霄彤达成的

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我公司对你方所拥有

的因（2016）津0103民初7796号《民事调解

书》确认的天津元丰典当有限公司的全部

债权依法转让给许霄彤，与此转让债权相

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特通知您知悉。

债权转让通知书

依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拟对以下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

受监督检查的社会组织给予撤销登记行政

处罚：

1.天津市滨海新区儒学企业联谊会

2.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藏书票研究会

3.天津市华苑职业培训学校

如上述社会组织对处罚决定不服，可

自处罚决定下达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

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或天津市民政

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

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给予撤销登记行政处罚的社会组织，

其登记证书、单位印章同时废止，依法应办

理注销登记手续，否则将负法律责任。

天津市滨海新区民政局联系电话：65306092。

天津市滨海新区民政局
行政处罚公告

包奇智慧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5J2L398），经

股东会决定，注册资金由伍佰万元人民币

减至壹佰万元人民币,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注销公告
天津喜正商品检验技术咨询服务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16694089678E，申请注销。请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事宜。特此公告!

交房公告
振业铂雅轩项目 3#、4#、5#、6#号楼

拟于近期交付使用。

天津振业津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30日

遗失声明
天津市塘沽区金惠浴馆，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120107600083219,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学敏电器销售

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120116600261962,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20116MA06855W32,声明作废。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斌告诉记者，

综合税制一直是中国个税的明确改革方

向，如今个税改革终于迈出了从分类税

制向综合税制过渡的关键性一步。

此次个税法的修订在减税目标下，

不但增加了基本的减除费用标准，由每

月的3500元调整至5000元；拉大税率级

距，使更多的中低收入人群适用更低的

税率；而且还开创性地增加了教育、医

疗、住房、养老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大

幅增加扣除，以实现减税。

“个税改革对于完善我国税制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专项附加扣除毕

竟在我国初次出现，每个纳税人的个人

及家庭情况不一样，因此，如何落实好

专项附加扣除便成为下一步个税改革

贯彻落实的核心问题。”北京国家会计

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

红说。

为了让个税改革简便易行可操作，

不少专家建议，在贯彻落实中可以简便

材料申报的数量和次数，通过“互联

网+”的技术手段，完成纳税人简便易行

的材料注册登记，在数据后台进行相应

的数据处理，将纳税记录与个人信用记

录联动，引导社会守法诚信。

你的收入变了吗？
——个税改革新变化调查

记者近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个人所得税改革启动以来的首个申报期运行平稳，数据显示，改革实
施首月，全国个人所得税减税316亿元，有6000多万税改前的纳税人不再缴纳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
在普遍减税的各行业中，制造业纳税人减税规模最大，民营企业减税幅度较为明显。

你的个税少缴了多少，你的收入变多了吗？改革对百姓生活和经济发展影响几何？

个人所得税改革实施后，在中国石化

有限公司广西崇左石油分公司中，最明显

的变化是缴纳人数大大减少,缴税负担明

显降低。以公司一名高层主管为例，这名

主管10月份取得工资(扣除“三险一金”)

18152.53元，按5000元扣除费用后的应纳

税所得额为13152.53元，适用税率由25%

降为 20%，应纳税额由 2658.13 元降为

1220.51元，减税比例达到54%。

“我的工资是 4950 元，个税起征点

提高后，现在不用缴税啦。”广西安科工

程检测有限公司职工杨晓露说，免税后

的“幸福感”让她开心。

杨晓露说出了 6000 多万不用再缴

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税改前纳税人

心声。对于像杨晓露这样月薪在 5000

元以下的职工来说，减税比例达到了

100%。

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优化了税率结

构，大幅拉大了中低档税率级距，改革红

利更多地惠及中低收入人群。税务总局

所得税司司长罗天舒介绍说，10月领取

工资薪金所得在2万元以下的纳税人，

减税幅度都超过50%，占税改前纳税人

总数的 96.1%，减税金额达 224 亿元，占

当月总减税规模的70.9%。

多出的钱去哪了？

“工薪阶层消费就是量入为出。”常

州五洋纺机公司的管理人员程凌告诉记

者，他平均每个月的到手收入7000多元，

新个税政策实施后，每个月大致少缴200

多元。

“比如以前一个月带孩子出去吃一

次饭，现在可以出去两次。这都是真金

白银，一年多出两三千，还是挺实惠的。”

程凌说。

“10月份发工资的时候，本来我的绩

效比前一个月只多300元，工资却多发了

1200多元。仔细一对工资条发现，14765

元的计税工资，现在所得税是 776.5 元，

要在以前得缴1811元税，少缴了1000元

出头呢。力度这么大，真是没想到。”在

南京一家网络科技公司上班的朱女士

说，这多出来的 1000 多元，着实让她在

“双十一”购物时“手松了一些，一花就是

四五千出去了”。

宸鸿科技（平潭）有限公司财务薛小

芳对个税改革有深刻的体会：“今年10月

份，我们公司全体员工缴纳个人所得税

共 计 0.71 万 元 ，比 去 年 同 期 减 少 了

52%。”

个税减少，让员工获利，更让企业

安心，促成了企业和员工的双赢。“个税

新政落地后进一步带动了广大职工的

工作积极性，从客观上说这也是国家在

帮助企业创造更大的劳动价值。”华侨

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教授杨默

如说。

改革红利惠及中低收入人群 对百姓生活和经济发展影响几何

让专项附加扣除简便易行可操作

新个税法将于明年 1 月 1 日正式实

施。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负责人18日表

示，个税改革带来了征管模式的转变，未来

涉税专业服务行业市场发展空间将更广

阔，主动适应改革形势和市场的新需求。

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扣缴义务人，

都需要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对涉

税专业服务的要求更高。因此该负责人

建议，税务师行业要主动实现三个转变，

以适应新的改革形势和市场环境。即从

重企业纳税人向企业纳税人和自然人纳

税人并重转变、从提供通用型纳税服务

向满足个性化需求转变、从传统模式向

“互联网+”转变。 据新华社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负责人表示：

个税改革将带来征管模式转变

■ 相关新闻

日前，国家医保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欺诈骗
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回头看”。长春、唐山、乌鲁木齐
等多地也陆续公布打击欺诈骗取医保行为专项检查结果。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在有些地方，被检查的公立
医院违规率超八成，违规名单中不乏公立三甲医院，有的医
院违规屡查屡犯。一些医院骗保手段花样翻新，出现各种

“升级版”。

虚构病例 过度医疗 挂床骗保

骗医保
原来这么深

近期公布的专项检查结果显

示，一些地方违规医院数量大、占

比高。

唐山市医保局通报“2018 公立

医院专项检查行动”情况，该市本

级24家公立医院中20家存在医保

违规问题，违规率超过八成；乌鲁

木齐市人社局通报，41 家医疗卫

生机构因违规而被退出医疗服务

协议管理；长春市人社局专项检

查了 1166 家医保定点服务机构，

其中 761 家定点服务机构存在违

规行为。

记者注意到，不仅民营医院，

一些公立三甲医院也存在违规行

为。长春市内不少公立三甲医院

和知名民营医院都在处罚名单内：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长春市中

心医院、长春拜博口腔医疗管理有

限公司净月口腔门诊部等机构，分

别被处以拒付违规费用、扣除年度

考评分数、责令整改等不同程度的

处罚。

有的医院屡查屡犯。例如，吉

林新华医院在今年检查中被发现

违规，而在 2013 年的专项检查中，

这家医院已经出现过挂床住院的

医保骗保行为。

各地专项检查显示，不少违规

医院涉及金额较大。长春市761家

医保定点服务机构医保违规金额

达 1000 余万元，四川 11 家涉案民

营医院涉嫌骗取国家医保基金

5400余万元。

记者在四川、吉林、湖南等多地调查

发现，目前骗保手段出现各种“升级版”。

——虚构支出、伪造病历是常用花
招，甚至半公开集体造假。

“比如抽血一项，虽然没有实施，但

在费用支出栏里扣取了费用。”今年 7

月，湖南泸溪县某乡镇卫生院院长带着

12万余元现金，主动向县纪委监委交代

了自己医院虚报套取医保资金的行为。

鞍山市某医院原院长李某在职期

间，以“为医院创收”为名，呼吁全院职

工一起伪造虚假病历、住院治疗费等，

骗取医疗保险金。

——过度医疗、诱导性看病，患者、
医保“两头骗”。今年 6 月，湖北咸宁市

就曝光一起过度医疗骗保的案例：湖北

武汉某医疗管理公司一伙不法分子，

盯上咸宁的乡镇卫生院。该公司安

插 3 名员工同时在咸安区 6 家乡镇卫

生院工作，用免费检查的方式，引诱

村民体检 ，夸大病情并进行过度治

疗，然后用村民的新农合医保卡报销

套取医保基金，致使卫生院报销费用

增长200多倍。

目前，多地出现专门针对高龄老人

的骗保案例。记者了解到，现在有的医

院、诊所为了骗保，以免费体检、义诊等

名义把一些高龄老人骗到医院，声称他

们身体有各种问题，然后随便开点药给

这些老人，再利用老人的医保卡虚构病

历，套取医保基金。这种方式隐蔽性

强，难以发现和查处。

——有的地方挂床骗保成风，几乎
成为行业“潜规则”。“近期，我们对一家

医疗机构实施远程查房，发现医院有24

人存在挂床骗保行为。”湘潭市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局医疗生育保险科科长

章奋强介绍，在检查时，发现这家医疗

机构登记住院的病人不少，但病房里却

见不到几个人，原来是医院和病人“联

合”在医院登记住院，通过空挂床位套

取医保资金。章奋强告诉记者，湘潭市

2018年以来开展了专项督查行动，发现

有医院挂床骗保行为成风。

多地一些基层医保局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监管部门发现医院“请人住

院”、挂床骗保、小病大治等违规行为，

只能一罚了之，而处罚内容主要是暂停

医院医保支付协议，由于违规成本低，

一些医院屡查屡犯。专家建议，应完善

社保领域失信行为惩戒政策，对欺诈骗

保形成有力震慑，同时加快建立基金监

管长效机制，加快医保监管立法。

针对医院和病人数量大、监管机构

力量不足的问题，专家建议，可利用大

数据技术，加强动态监管，对数据预警

做好防范。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丁肇勇说，当前亟待健全监管机制，推

进医保全国联网，实行全过程监管，提

高违规识别能力。西南财经大学保险

学院社会保障系主任丁少群认为，当前

医保部门监管人手严重不足，应当引入

更多专业人才，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团队

建设，充实监管力量。 据新华社

措施 应用大数据动态监管 做好预警防范

卡比当天在首都多哈的记者会上

宣布这一决定。他说，政府“重新审

视卡塔尔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

和贡献”，决定调整能源发展长期战

略，集中精力巩固卡塔尔作为天然气

生产大国的地位，2024年以前将液化

天然气年产量从当前 7700 万吨提升

至1.1亿吨。

卡比说：“对我而言，把精力、资源

和时间投入到一个我方角色微不足

道、对决策没有发言权的组织……没

有实际意义，所以不如专注于开发我

们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

卡比兼任卡塔尔国家石油公司

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卡塔尔去年遭

遇多个邻国“断交”，这家企业随后宣

布 2024 年以前建成四条新的液化天

然气生产线，以实现产量提升30%的

目标。

卡塔尔国家石油公司在社交媒体

“推特”账号上确认，卡方当天上午向

欧佩克告知退出决定，同时援引卡阿

比的话说，卡塔尔自豪于“全球最大液

化天然气出口国”的称号，这一地位使

卡塔尔经济保持“强劲而有韧性”。

卡比说，他仍将率领卡塔尔驻欧

佩克代表团，出席欧佩克与非欧佩克

产油国定于本月6日至7日在奥地利

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会议，继续履行欧

佩克成员义务，直至明年元旦正式退

出。 据新华社

专注自我 无关政治

卡塔尔：明年退出欧佩克

■ 热点关注

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
萨阿德·谢里达·卡比 3 日宣
布，这个海湾国家决定明年1
月1日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
织，即“欧佩克”，理由“无关政
治”，只是“希望专注于天然气
开采和液化天然气生产”。

调查 骗保手段出现各种“升级版

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议会选举

初步结果2日揭晓，极右翼政党“声音党”(Vox)

首次斩获议会席位。这是西班牙1975年恢复

君主制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进入地方议会。

99%选票的计票结果显示，声音党获得议

会 109 个席位中的 12 席；执政党工人社会党

（工社党）斩获席位最多，33席，但比2015年选

举所获47席大幅减少；“安达卢西亚前进党”获

得17席，人民党获得26席，公民党获得21席。

多家媒体推断，其他政党或许不得不与声

音党结盟，以争取议会多数地位。

声音党创建4年，主张打击非法移民、维

护西班牙领土完整。这一政党先前从来没有

在西班牙全国或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得席位。

路透社报道，欧洲多国极右翼政党过去几

年崛起，西班牙似乎“免疫”，声音党进入安达卢

西亚自治区议会改变了这一状况。 据新华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晚对媒体表示，他或

将于明年1月或2月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再次举行会晤。

据白宫2日发布的消息，特朗普1日晚从

阿根廷乘飞机返回美国途中对媒体说，他与金

正恩有着“非常好的关系”，并认为两人或将于

明年1月或2月举行会晤。

特朗普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定会晤地点，

有3个可能的地点正在考虑中。他还说，会在

未来某个时刻邀请金正恩访问美国。

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他与金正恩的第二次

会晤将在今年 11 月 6 日美国中期选举后举

行。美国媒体10月下旬曾援引匿名白宫官员

的话报道说，特朗普与金正恩的第二次会晤可

能会在明年年初举行。今年6月，特朗普与金

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就“建立

新的朝美关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

和平机制”达成一致。 据新华社

特朗普：明年一二月
或与金正恩再次会晤

西班牙极右翼政党
首次进入地方议会

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