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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 叶关于
发挥涉税专业服务作用 助力个人所
得税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曳表示袁个
人所得税新税制的实施袁 对税务机
关纳税服务工作带来空前挑战遥 当
前和今后一个阶段袁面向纳税人尧扣
缴义务人的政策咨询尧 宣传辅导工
作将异常繁重袁 办税服务厅办税流
量将大幅度增长遥 涉税专业服务等
社会力量在支持个人所得税改革中
具有重要作用遥 税务机关应充分调
动其力量袁 缓解税务机关纳税服务
资源不足的问题袁 协力推进个人所
得税改革顺利实施遥
通知指出袁 鼓励涉税行业协会

和机构组织参加个人所得税改革宣
传辅导公益活动遥组织开展个人所得
税改革公益活动是涉税行业协会和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社会责任遥税务
机关应当鼓励和引导涉税行业协会
和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积极组织参与
个人所得税改革宣传辅导公益活动遥
鼓励涉税行业协会和涉税专业

服务机构组织开展个人所得税公益
大讲堂活动袁免费向纳税人尧扣缴义

务人宣传个人所得税法尧个人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尧专项附加扣除等改革内
容遥

通知表示袁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开
展个人所得税改革实施涉及的相关
市场化服务袁可以在税务机关提供的
基本纳税服务之外袁 满足纳税人尧扣
缴义务人的个性化和专业化需求袁助
力个人所得税改革顺利实施遥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按照叶涉
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渊试行冤曳相关规
定袁严守职业道德尧规范执业行为袁提
高服务质量遥 不得借个人所得税改革
实施之机乱收费尧高收费遥不得蒙蔽纳
税人或扣缴义务人谋取不当经济利
益袁 损害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合法权
益遥 不得以税务机关名义或利用参加
志愿者活动尧公益活动之机招揽生意遥

税务机关应当按照 叶涉税专业
服务监管办法渊试行冤曳及相关规定袁
为涉税行业协会和涉税专业服务机
构开展公益性活动袁 为涉税专业服
务机构开展正常业务袁 提供便利化
服务遥

税务机关应当严肃查处 野黑中

介冶尧野中介黑冶问题遥 对未纳入涉税专
业服务监管但却从事个人所得税有
偿服务尧 采取不正当方式招揽生意尧
损害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合法权益
的机构袁 应当限期将其纳入监管曰对
纳税人尧扣缴义务人举报投诉借个人
所得税改革实施之机蒙蔽纳税人谋
取不当经济利益的涉税专业服务机
构及从事涉税服务人员袁 应当按照
叶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 渊试行冤曳第
十四条尧第十五条规定袁采取约谈尧责
令限期改正尧暂停受理所代理的涉税
业务尧纳入涉税服务失信名录等监管
措施予以处理袁并对相关涉税专业服
务机构和从事涉税服务人员扣减信
用积分尧降低信用等级尧进行执业负
面记录遥

税务机关应当通过加强服务和
监管袁促进涉税专业服务机构规范执
业袁严防损害纳税人尧扣缴义务人合
法权益袁确保涉税专业服务发挥正向
作用袁助力个
人所得税改
革顺利实施遥

包兴安

一篇题为 叶这块屏幕可
能改变命运曳 的文章在朋友
圈刷屏了袁大意是 200多所贫
困地区中学通过视频直播与
四川成都某知名中学同步上
课袁通过直播上课袁这些贫困
地区中学也有学生考上了名
校遥

刷屏的文章袁 引来的声
音却是两面遥 赞同者有之袁毕
竟袁在现有条件下袁这是贫困
地区中学获得优质教育资源
的有效方法袁 尽管获得资源
的方式并非无偿袁 但单一学
校的支出也不高袁 且确实有
效果遥 反对者则言袁本身参加
直播学习的贫困地区中学学
生也经过选拔袁 并不能说直
播一定取得了效果袁另外袁这
些贫困地区学生入读名校机
会增加袁 与国家一直面向农
村地区和贫困地区进行专项
招生不无关系遥

在讨论这块屏幕的价值
之前袁 我们必须搞明白一个
概念袁 不论单一学校成绩多
么好袁在现行高考机制下袁任
何一所知名大学在一个省级
行政区域内袁 录取名额是额
定的袁 并不会因为一个省份
出了超级中学就增加名额遥
换言之袁 一所超级中学的出
现袁 意味着其他学校学生通
过自身努力袁 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
减少袁而后者的本身素质袁并不见得比超级中
学的学生差袁这是因为袁在全国各地袁在中考
招生时都有市级和区县级的招生限制袁 超级
中学并非掐尖全省精英袁 而是主要集中某一
区域招生袁这就导致同一省级行政区域内袁出
现了高考录取时的地域差袁 甚至为此形成了
学区房遥

也就是说袁超级中学的出现袁本身就是对
教育公平的打击遥 要知道袁高中阶段并非义务
教育阶段袁学生之间本身就存在竞争袁无可厚
非遥但是袁所谓公平袁是尽可能让学生在公平的
教育资源配置下进行竞争袁以使得高校更好地
发掘更有潜力的学生袁如果一两所超级中学坐
拥教育资源四处掐尖袁形成野只有进某某中学
才能上某某大学冶的惯性定势袁并不利于该地
高中阶段教育的全面发展袁特别是县级中学遥

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袁 都是上世纪的产
物袁在当时袁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袁集
中力量让一小部分高中尧大学先办好袁起到示
范带动作用袁 是为了促进教育全面发展遥 而
今袁教育资源已经丰富袁在许多地方袁重点高
中和重点大学袁早已从名义上退出历史舞台遥
以北京市为例袁 当年市重点高中仅为 25所袁
而现在市级高中示范校扩容为 68所遥

问题是袁 尽管重点高中已经成为历史名
词袁但是超级中学依然有垄断之势袁并且比当
年的重点高中更甚遥北京市的 68所高中示范
校袁不同示范校最终教学成果之间的差距袁甚
至与当年重点高中与普通校之间无异袁 自然
也让很多家长和学生对所谓示范校不再感
冒袁学区房随之兴起袁而在一些省份袁个别超
级中学垄断了高考高分段的大部分名额袁甚
至还被作为成功经验遥如果超级中学的发展袁
只是满足扩大了自己学校的野战果冶袁而非实
际带动当地其它学校发展袁 那么这样的中学
发展得越壮大袁当地教育越畸形遥

事实上袁对贫困地区中学搞直播袁能改变
的只是观看直播的学生自身袁 只对这些学生
有影响袁对学校本身的影响十分有限袁视频教
学的效果很可能是野只管一届冶袁并未从根本
上改变贫困地区学校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现
状袁只是授鱼而非渔遥

其实袁这块直播的屏幕袁不妨对准贫困地
区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袁 只有对学校管理者
和教师进行培训袁提升他们的能力袁方能增强
弱校的造血功能袁 使弱校也能培养出优质生
源袁形成良性循环袁最终实现地区内的教育公
平普惠遥要知道袁积累多年的教育管理方式和
教学理念方法袁而非试卷和做题技巧袁才是重
点学校之所以成为重点的秘籍所在遥但是袁如
果没有相关部门的干预袁 谁会公布自己真正
的秘籍呢钥 赵晶

近来袁浙江几家高校内新开的实
体书店袁获得野网红冶般的关注度遥 浙
江传媒学院的野颜品窑998冶书咖袁常常
野一座难求冶袁还吸引了不少校外的读
者慕名前来遥 浙江理工大学的野浙理
时光窑新华书店冶袁创业团队成员均为
该校学生袁 学校 120周年校庆时袁许
多返校校友都来书店野打卡冶遥

大学校园本来就是阅读氛围浓
厚尧阅读需求旺盛的地方袁应当有这
样一片书香弥漫尧涵养野书卷气冶的天
地袁让师生静享阅读之乐遥近年来袁受
网络书店冲击尧 数字化阅读习惯影
响袁实体书店的经营步履维艰袁校园
实体书店也面对困境遥

据中国高校传媒联盟 2015 年 6
月对全国 100所高校组织的问卷调查
显示袁近 30%的高校内没有实体书店袁
77%左右的受访学生喜欢从网上购书遥

实体书店不应野缺席冶校园遥对学

校和师生来说袁是建设野书香校园冶的
需要袁是以文化滋养心灵的需要遥对社
会来说袁是建设书香社会袁倡导全民阅
读尧终身阅读的需要遥对出版发行行业
来说袁 也是图书经营行业转型升级以
及业态整合尧运营升级的需要遥

正是基于这些考量袁2016年袁11部
门联合印发的叶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
的指导意见曳中袁提出野各高校应至少有
一所达到一定建设标准的校园书店冶遥此
后袁不少省市也相继启动野实体书店进校
园冶行动遥 与一般实体书店相比袁校园书
店经营发展确实面对不少实际困难和
制约袁如以学生为主的群体消费能力有
限尧寒暑假消费人群锐减等遥 由以奖励尧
贴息尧项目补助等方式扶持袁确有必要遥
野一校一书店冶的推进袁更需要经营实力
探索出充满生机活力的发展路径遥

对校园实体书店来说袁做好转型
升级这篇文章袁在经营模式尧服务模

式方面不断创新袁才能更好地激发内
生活力袁实现成长壮大遥 校园实体书
店不光要野卖书冶野卖好书冶袁更要成为
校园文化生态链中的一环袁满足师生
不断增长的多样性文化需求袁提供阅
读学习尧展示交流尧专题培训尧文创休
闲等文化综合服务遥 这样袁实体书店
有望成为校园里的野文化客厅冶尧学术
沙龙袁甚至是文化地标尧精神家园遥

像浙江传媒学院与新华书店合
作的野颜品冶系列书咖袁除了卖书以
外袁还供应平价的饮品简餐袁并不定
期举办阅读会尧 英语角以及展览尧学
术沙龙等活动遥 这里是书店袁更是一
个开放的文化交流传播空间尧复合式
的校园文化公共场所袁 能够让学校尧
师生尧书店尧社会企业实现多方共赢遥

让更多实体书店成为校园里一
道亮丽的风景袁 是倡导全民阅读尧建
设书香社会题中应有之义遥 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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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不得借个税改革乱收费

实体书店不可缺席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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