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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遥 由国家税
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软
件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填报功能
31日正式上线使用遥 系统的互联网
WEB端尧扣缴客户端和税务大厅端
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填报功能也同

时向社会开放遥
据介绍袁纳税人的填报方式有

四种院按照各地税务局公告的渠道
下载手机 APP野个人所得税冶并填
写曰 登录各省电子税务局网站填
写曰填写电子信息表曰填写纸质信
息表遥 电子和纸质信息表都可以在

各省税务局网站下载遥 其中袁选择
在扣缴单位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袁
可以直接将纸质或者电子表提交
给扣缴单位财务或者人力资源部
门袁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或互联网
WEB 网页填写后选择推送给扣缴
单位遥 刘证

新年伊始袁2018年度
各类型基金的年终规模
也随之浮出水面遥 北京商
报记者注意到袁资管新规
下发加之收益率的持续
走低袁 使得货币基金在
2018 年四季度的规模在
小幅反弹后持续缩水遥 而
短期理财债基的规模也
在去年年中监管发布要
求后逐步压缩遥

据中国证券基金业
协会公布数据显示袁2018
年 10月底袁 货币基金累
计规模为 8.34万亿元袁较
9 月底的 8.26 万亿元小
幅增加了 0.08万亿元袁而
到了 11月底袁 这一数据
则缩水回至 8.26万亿元遥
虽然中基协尚未公布
2018 年末货基规模的数
据袁但据数据统计袁截至
2018 年底袁 货基规模为
8.19万亿元遥 由此可见袁
2018年 12月袁 货币基金
进一步缩水约 0.07 万亿
元遥

同受监管政策限制袁
短期理财债基自 2018年
二季度末之后规模也出
现了相应的压缩遥 数据显
示袁 截至去年二季度末袁
短期理财债基的规模仍
为 7007亿元袁而到了三季度末袁则减少至
6787.16亿元遥 截至 2018年底袁该数据仅
为 5752.68 亿元 袁 较二季度末减少了
1254.32亿元袁规模降幅约为 17.9%遥

据悉袁去年 7月初袁监管下发叶关于规
范理财债券基金业务的通知曳袁 对于短期
理财债基的分类尧 估值方法等做出规定袁
并要求未完成整改前袁短期理财债基应确
保规模有序压缩递减袁每半年需至少下降
20%遥同年 12月袁监管再发通知要求袁公募
排名应剔除短期理财债基规模遥 江涛

银行理财收益九连降之后袁终
于在 2018年年末迎来小幅回温遥

据融 360统计数据显示袁 截至
上月 20日袁银行理财平均预期年化
收益率为 4.41%袁 环比上升了 0.04
个百分点遥从不同银行类型上看袁城
商行预期年化收益率最高袁 平均为
4.49%袁外资行则较低袁仅为 3.59%遥

一般来讲袁 银行年末流动性较
为紧张袁 收益率都会有不同程度的
提升袁 不少投资者也是瞅准这一时
机购买理财产品遥 不过叶投资者报曳
记者观察到袁 尽管去年年末银行理
财略有野翘尾冶袁但是总体上升幅度
并未给投资者太多野惊喜冶遥

城商行收益率领跑
根据融 360数据袁截至上月 20

日袁 银行理财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
为 4.41%袁 环比上升了 0.04个百分
点遥

具体来看袁 对不同类型银行的
理财产品进行收益排名袁 剔除掉到
期收益不确定性较大的结构性产
品袁结果显示院城商行理财产品平均
收益率为 4.49%尧 股份制以后平均
收益率为 4.43%尧 农信社和农村合
作银行平均收益率为 4.41%尧 农商
行平均收益率为 4.33%尧 国有银行
平均收益率为 4.11%尧 外资银行平
均收益率为 3.59%遥

其中袁 哈尔滨农商行理财产品
平均预期收益率高达 5.8%袁位居榜
首遥 但该行的 5款理财产品均存在
收益上限和收益下限袁 其中收益上
限在 5%~6%之间袁 收益下限均为
3.5%袁这类理财产品的到期收益率
跟结构性理财一样袁 不确定性也比
较大遥

对此袁 融 360分析师刘银平提
醒投资者注意袁 看到高收益理财产
品要提高警惕袁 搞清楚收益达标的

概率有多大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中短期理财产

品仍然是投资者的最爱遥2017年 11
月叶资管新规意见稿曳发布袁规定 90
天以内封闭式理财要退出袁 随后银
行 3个月以内产品占比不断下降袁
但到了去年下半年保持稳中有升遥
上月第二周数据显示袁3 个月以内
产品占比 21.87%袁较前一周上升了
0.21个百分点遥

由此可见袁 由于封闭式理财的
流动性较差袁 投资者还是偏爱中短
期理财产品袁 银行短期内不会迅速
压缩短期理财遥

收益涨幅不及往年
年末是高息揽储的重要节点袁

尽管结束了连续 9个月理财收益率
下降袁 到了去年 12月终于有所提
升袁 但和前年年底银行理财产品
4.84%平均预期收益率相比袁希望此
时入手银行理财的投资者可能要小
野失望冶一下了遥

叶投资者报曳记者走访了深圳几
家银行了解到袁 预期年化收益率超
过 5%的理财产品并不多遥 以某股
份制银行主推的产品为例袁5 万元
起购袁3个月的期限袁预期年化收益
率在 4.7%左右袁需要提前预约才能
购买遥

普益标准研究员于康认为 袁
2018 年年末银行理财收益的不及
预期受资金端和资产端两方面综合
影响遥首先在资金端方面袁市场流动
性整体处于偏宽松的态势袁 资本成
本相对较低曰资产端上袁受资管新规
的影响袁 银行理财投资高收益非标
资产的路径受限袁 同时宽松政策环
境下市场利率下降致使包括国债在
内的债券收益置于下行趋势袁 底层
资产配置收益下滑袁 总体导致银行
理财收益处于下降的态势遥

未来上升空间不大
央行数据显示袁 为稳定年末资

金面袁 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
裕袁上月 27日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
方式开展了 1500亿元逆回购操作遥
叶投资者报曳记者根据央行公告统计
显示袁截至 12月 27日袁去年 12 月
以来袁 央行相继开展了 9次逆回购
操作袁 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8500 亿
元遥

融 360分析师刘银平认为袁临
近年底袁 金融机构流动性考核压力
增大袁居民提现需求增多袁市场利率
存在进一步上涨的压力袁 所以央行
主动释放流动性对冲短期的超额需
求曰此外袁也可以对冲美联储加息对
国内的流动性干扰遥 央行连续投放
之后袁 短期资金利率走低袁 整体来
看袁年底市场流动性不会太紧袁银行
理财等产品收益率有可能还会上
升袁但空间不大遥

章源

公 告
根据 2018年 12月 7日和 2018年 12月 26日瑞金市人

民法院渊2016冤赣 0591 执 59 号之三尧之四号协助执行通知
书袁被执行人刘建民尧谢彩云名下房屋坐落于象湖镇绵水北
路金盛小区 15栋 704室及 10栋 29号杂间 渊房产证号瑞房
权证字第 500131原28号尧 土地使用证号为瑞国用 渊2003冤第
0201006原1原2原275号冤房屋所有权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归
买受人朱庆松所有袁 因该不动产土地使用证未收回到我处袁
现对刘建民尧谢彩云名下瑞国渊2003冤第 0201006原1原2原275号
叶国有土地使用证曳予以公告作废遥 公告期满后袁买受人朱庆
松可依法到相关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转移登记手续遥

瑞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 1月 1日

注销公告
瑞金市金豆豆儿童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0781MA35FU06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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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华东袁刘南京冤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起 45
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万合广场大润
发商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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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号码院13766327977
瑞金市金豆豆儿童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2号

年末银行理财小翘尾
流动性趋宽松等多因素筑成利率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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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填报 APP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