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8月下午袁 贵州第十届运动会在遵义
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袁来自全省 24个代表团近
6000名运动员袁 将在 48个大项尧545个小项中
展开角逐遥 图为开幕式文艺演出遥 翁奇羽摄

绎国家卫健委 8日发布通知袁 各接种单位
在狂犬病疫苗续种补种尧跟踪观察工作中袁不得
向接种者收取费用袁有关费用由接种单位垫付遥

绎近日袁 检察机关依法对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教科文卫委原副主任王三运案尧 安徽省原副
省长周春雨案尧 中化集团总经理蔡希有案提起
公诉遥

绎民政部印发办法袁 要求慈善组织在统一
的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基本信息尧 重大资产变
动及投资等 7类信息遥

注销公告
瑞金市红和物流有限公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院91360781094437835E冤 经股东会议决定现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现公司已经成立
清算小组渊成员院吴和平尧张瑞红尧谢仕玲冤袁请债
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瑞金市象湖
镇城心花园三楼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债务袁
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电话院
15979747283

瑞金市红和物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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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象湖镇园花餐

厅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
张袁发票代码:3600173320袁发
票号码:03967295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园花餐
厅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
张袁发票代码:3600173320袁发
票号码:04006122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鹅王府

酒楼遗失营业执照正本袁注
册 号 院360781600212045袁 特
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
第 360781200005210010 号
渊黄运鸿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
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
第 362102197708020634 号
渊詹沅明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
声明遥

公 示
润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瑞金市

贫困村屋顶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已全面竣工遥
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尧材料款及机械款等
一切涉及该项目的债权债务的情况遥

如三个月内有疑问袁请致电项管部遥
联系电话 0797-88538516
邵 13970848607 周 18970926190
特此公告

润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8日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于日前结束遥 中
国人大网数据显示袁 在一个月时间
内袁 收到相关意见超过 13万条袁远
高于其他同期征求意见的法律草
案袁其受关注程度可见一斑遥

今年 6月袁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
草案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
会议一审之后袁通过中国人大网正式向
社会公众公开并征求意见袁引起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遥 在各方意见中袁个税起征
点调整尧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尧专
项附加扣除等特点问题备受瞩目遥

上调起征点呼声高
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历来都是百

姓最为关注的焦点遥 根据草案袁起征
点拟从现行个税法规定的 3500元/
月提高至 5000元/月渊6万元/年冤遥

在草案一审过程中袁 全国人大
常委会部分委员建议将起征点提高
到 6000元至 10000元不等遥 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袁有不少上班族也认为袁
5000元每月的个税起征点偏低袁应
该适度提高遥 但也有部分专家表示袁
考虑到低档税率范围扩大和新增专
项附加扣除带来的减税效果袁5000
元每月的起征点标准是合适的遥

中国 1980年出台个税法时袁制
定了每月 800元的起征点袁 此后在
2006 年尧2008 年尧2011 年经历了三
次上调袁 依次上调至每月 1600元尧
每月 2000元尧 每月 3500元遥 近年
来袁 随着百姓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
高袁 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也越来

越高遥
事实上袁 虽然草案建议起征点

为 5000元每月袁但也并非没有可能
变动遥 2011年个税草案起初建议起
征点提高至 3000元袁经过听取各方
意见后袁 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将起
征点提高至 3500元遥

税制改革体现进步
除提高起征点外袁草案还提出对

工资薪金尧劳务报酬尧稿酬和特许权
使用费等 4项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
征税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
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尧研究员张斌看
来袁这是本次修法的最大亮点遥

现行个税法采用的是分类征税
方式袁将应税所得分为 11 类袁实行
不同征税办法遥 野而综合征收是把一
部分应税所得综合在一起袁 根据总
收入情况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
来征税遥 对于有多项劳动所得的人
来说袁 通过这次改革袁 税负就会增
加遥 与分类征收相比袁综合征收更有
利于实现量能纳税袁 更好地促进社
会公平遥 冶张斌告诉记者遥

张斌表示袁 综合税制一直是中
国个税的明确改革方向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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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但张斌也
坦言袁 目前围绕个税改革还存在一
些争论袁 需要在厘清背后原因的基
础上努力寻求最大共识遥

野比如袁资本所得项目是否要纳入
综合所得范围适用超额累进税率钥 面
对国际税收竞争袁 中国最高边际税率

是否要下调钥 这些争论的背后是对公
平和效率重要性认识的差异遥冶张斌说遥

专项扣除不是野单身税冶
现实生活中袁 除了基本生活成

本袁 不同的家庭和个人面临着不同
的成本支出遥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减
轻负担袁 本次修法还首次设立了专
项附加扣除遥

草案在提高综合所得基本减除
费用标准袁 明确现行的个人基本养
老保险尧基本医疗保险尧失业保险尧
住房公积金等专项扣除项目以及依
法确定的其他扣除项目继续执行的
同时袁增加规定子女教育支出尧继续
教育支出尧大病医疗支出尧住房贷款
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与人民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遥

张斌表示袁 此次增加的专项附
加扣除考虑了个人负担的差异性袁
更符合个人所得税基本原理袁 有利
于税制公平袁 是非常显著的税制优
化措施遥

但也有不少网友将专项附加扣
除解读为野单身税冶袁理由是单身人
士不存在子女教育等支出袁 将会比
已婚人士纳税更多遥

对于这一说法袁中国政法大学财
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袁对于
养育子女的家庭袁因为负担重袁适当
给予扣除是合理的遥 但除此之外的一
些其他专项附加项目并不区分单身
还是已婚已育袁 如继续教育支出尧大
病支出尧住房贷款尧租房租金等项目袁
是每个纳税人都可能享受到的遥 孙懿

意见超过 13万条 起征点等备受瞩目

公众关注个税法修改

拟注销公告
瑞金市维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院91360781MA35Q8BL2E冤 经股东会决定现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渊成
员院陈全祥尧于丹尧杨贞瑜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龙大
道东侧国资公司标准厂房 B 栋 2 楼本公司清算小组申
报债权债务袁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人院杨贞瑜 联系电话院13935119822

瑞金市维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8 月 9日

拟注销公告
瑞金市隆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院91360781MA35Q8860Q冤 经股东会决定现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渊成
员院郭莺燕尧毛晓琳尧杨贞瑜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龙
大道东侧国资公司标准厂房 B 栋 2 楼本公司清算小组
申报债权债务袁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人院杨贞瑜 联系电话院13935119822

瑞金市隆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8 月 9日

拟注销公告
瑞金市瑞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院91360781MA35Q2G735冤 经股东会决定现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渊成
员院郑琦海尧陈强尧崔桂霞尧杨贞瑜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金龙大道东侧国资公司标准厂房 B 栋 2 楼本公司清算
小组申报债权债务袁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人院 杨贞瑜 联系电话院13935119822

瑞金市瑞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8 月 9日

拟注销公告
瑞金市三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院91360781MA35Q2H966冤 经股东会决定现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渊成
员院李雁玲尧赵晓芳尧杨贞瑜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龙
大道东侧国资公司标准厂房 B 栋 2 楼本公司清算小组
申报债权债务袁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人院杨贞瑜 联系电话院13935119822

瑞金市三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8 月 9 日

拟注销公告
瑞金市微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院91360781MA35Q59H90冤 经股东决定现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 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 渊成
员院于丹尧杨贞瑜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龙大道东侧国
资公司标准厂房 B 栋 2 楼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债
务袁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人院 杨贞瑜 联系电话院13935119822

瑞金市微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8月 9日

拟注销公告
瑞金市尤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院91360781MA35Q58W59冤经股东决定现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 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 渊成
员院于丹尧杨贞瑜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龙大道东侧国
资公司标准厂房 B 栋 2 楼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债
务袁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浴
联系人院杨贞瑜 联系电话院13935119822

瑞金市尤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8月 9日

注销公告
瑞金鑫垚钻探设备有限公司渊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60781MA36W02A78冤经股东会
议决定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
现公司已经成立清算小组渊成员院钟水东尧钟
起春尧杨小云尧杨小军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瑞金市象湖镇龙珠路
西侧映山红影城 5楼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
债权债务袁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
告浴 联系电话院15270633312

瑞金鑫垚钻探设备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08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