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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据《北京日报》报道，去

年个税起征点提高， 今年 6 项附加扣除

优惠落地， 一再加码的个税改革红利惠

及千家万户，让工薪族喜获“加薪”。然而

北漂 4 年多的市民小常近日发现， 一旦

申报附加扣除不再缴纳个税， 购车买房

积分落户的资质都会受到影响。为此，她

决定放弃附加扣除优惠。

申报附加扣除或致“零申报”

4 年多前， 小常大学毕业后只身来

到北京，如今就职于一家网络公司。“我

现在税前工资 9000 元左右，从去年起征

点提高后，每月纳税从 100 多降至 60 多

元，确实得到了红利。 ”

小常原计划今年满足了购房条件后

就买房。按照北京市目前政策，在本市没

有住房且连续 5 年

（ 含）

以上在本市缴纳

社保或个税的非京籍居民家庭， 限购 1

套住房。 社保不够条件的小常只能依靠

缴纳个税获得资格。 年初单位财务人员

提醒她， 申报 6 项附加扣除项目可能会

导致个税“零申报”，影响购房。

放弃申报 6 项附加扣除后， 她的连

续缴税记录保留了下来， 买房规划也有

望按部就班实施下去。

缴税记录影响购房购车指标

与小常有同样顾虑的纳税人大有人

在。因为即便不申报附加扣除项目，随着

起征点提高，一部分人也无需缴纳个税，

连续缴税记录戛然而止。 但无论对于购

车、购房还是申请工作居住证，是否缴纳

个税都是一项重要指标。

12328 北京交通服务热线的客服人

员则告诉记者， 非京籍人员申请小客车

配置指标，需持有本市有效居住证，且近

五年

（ 含）

连续在本市缴纳社保和个税。

“非京籍人员要申请工作居住证，必

须报送的材料就包括在申请单位缴纳的

个税完税证。 ”12333 北京人力社保热线

的工作人员说，“个税缴纳金额各区标准

不一样。”北京市朝阳区人社局的工作人

员向记者介绍， 目前该区标准是每月个

税缴纳金额达到 150 元。

个税缴税的门槛提高了， 购房购车

和申请工作居住证的个税门槛能否相应

降低一些呢？ 目前记者从上述热线的工

作人员处了解到， 其未得到相关标准可

能降低的信息。

信息时报讯

据央视网消息，国家

卫健委 2 月 15 日发布《健康口腔行动

方案

（

2019- 2025

年）

》， 行动方案明

确，到 2020 年，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

群口腔保健水平稳步提高。 到 2025

年， 人群口腔健康素养水平和健康行

为形成率大幅提升， 口腔健康服务覆

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健康口腔行动方案

（

2019- 2025

年）

》提出了针对不同人群的口腔健康

指标。 12岁儿童龋患率2025年要控制

在30%以内， 成人每天两次刷牙率

2025年要达到45%，65岁到74岁老年人

存留牙数2025年要达到24颗等。

《行动方案》提出，开展“减糖”专

项行动。 中小学校及托幼机构限制销

售高糖饮料和零食， 食堂减少含糖饮

料和高糖食品供应。 对口腔疾病高危

行为进行干预， 全面推进公共场所禁

烟，严格公共场所控烟监督执法。

《行动方案》还提出了口腔健康管

理优化行动。 将口腔健康知识作为婚

前体检、 孕产妇健康管理和孕妇学校

课程重点内容， 强化家长是孩子口腔

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 动态调整全

国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覆盖范

围， 中央财政新增资金优先用于贫困

地区开展工作。 鼓励地方政府将儿童

口腔疾病综合干预作为民生工程，在

有条件地区实现适龄儿童全覆盖。 在

中青年人群中，推广使用保健牙刷、含

氟牙膏、牙线等口腔保健用品，推动将

口腔健康检查纳入常规体检项目。 倡

导老年人关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的

关系，对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慢性病

患者，积极开展龋病、牙周疾病和口腔

黏膜疾病防治、义齿修复等服务。

据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15

日下午签署一份已由国会两院通过的

拨款案， 为部分联邦政府机构拨款至

今年9月30日，这意味着本财年内联邦

政府已获得足额拨款，将不会再陷“停

摆”。

这份拨款案由共和、 民主两党议

员代表共同制定， 已于14日由国会参

众两院投票通过，为财政部、商务部、

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内政部等数个内

阁级部门及数十个其他机构拨款至本

财年结束， 拨款水平基本与上一财年

持平。

但该拨款案仅批准约14亿美元用

于在美国同墨西哥边境指定地区新修

约90公里的“隔离物”，远低于特朗普

此前要求的57亿美元和超过300公里

“边境墙”。为绕过国会筹集更多“造墙

费”以兑现标志性竞选承诺，特朗普15

日动用行政权力签署公告， 宣布美国

南部边境出现“国家紧急状态”。

据白宫介绍，在“国家紧急状态”

下，特朗普计划从国防部、财政部以及

军事工程项目中调用约67亿美元用于

修建美墨边境墙。 此举招致民主党方

面的质疑和反对， 也引发共和党内部

分歧。

由于白宫和国会民主党就拨款修

建隔离墙问题分歧严重， 各方去年底

未能及时就拨款案达成一致， 联邦政

府部分机构一度“跨年”创纪录停摆35

天，直至特朗普1月25日签署临时拨款

案，为“停摆”机构拨款3周至2月15日。

在此期间， 两党议员代表就边境安全

项目拨款等问题展开磋商， 并制定出

了特朗普签署的这份拨款案。

据该拨款案， 在边境安全项目方

面， 国会还批准拨款10亿美元用于升

级边境监控设备、 雇用更多海关工作

人员和移民法官，并拨款超过4亿美元

用于向被美国拘留的非法入境者提供

援助。

此外， 国会同意增加拨款加强本

土基础设施建设、 进行2020年全美人

口普查、应对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等，

还批准联邦政府雇员加薪1.9%， 但否

决了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对外援助和

国务院经费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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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社报道，北京大

学昨日在官方微博发布《关于招募翟天

临为博士后的调查说明》(

以下简称《 调查

说明》

) 称， 确认翟天临存在学术不端行

为，同意对其做出退站处理。

《调查说明》 表示，2019 年 2 月 8 日

以来， 北京大学高度重视关于招募翟天

临为博士后的情况，成立调查小组，认真

开展调查。

2018 年 11 月 6 日，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在学院网站上发布了《2019 年博

士后招聘启事》，翟天临根据上述招聘信

息，向学院提出博士后进站申请，并按要

求提交了申请材料

（ 包括个人简历、学术

成果清单、两篇代表作、博士后研究设想

及工作计划等

）。 2018 年 11 月 27 日，光

华管理学院根据《北京大学博士后招募、

进出站与在站管理实施细则》及《光华管

理学院博士后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合

作导师、 本学科领域教授和博士后工作

负责人组成面试小组对其进行面试。

《调查说明》 提及， 翟天临提交的

《电影行业经济研究》 研究计划与合作

导师研究需求一致， 基于此及其面试表

现， 合作导师和面试小组从开展交叉学

科研究角度综合考虑， 同意聘用翟天临

作为合作研究人员， 进入光华管理学院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参加为期两年的

“文化产业价值链的研究” 课题研究。 经

学校公示、 备案后， 翟天临于 2019年 1

月 10日报到进站。

经调查发现， 在翟天临进站材料审

核、面试和录用过程中，合作导师、面试

小组和光华管理学院存在学术把关不

严、实质性审核不足的问题；同时确认翟

天临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依据相关规定， 北京大学同意光华

管理学院 2 月 13 日对翟天临做出退站

处理的意见。 同时，学校决定对该合作导

师做出停止招募博士后的处理， 对面试

小组成员给予严肃批评， 责成光华管理

学院做出深刻检查。

免缴个税会失去购车购房资格？

国税总局释疑：不论是否实际缴纳税款，均可申请开具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据新华社电

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

后， 个税零申报是否等于没有纳税记

录？ 记者昨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

个税零申报并不影响纳税记录连续性。

国家税务总局 12366 北京纳税服

务中心近期接到纳税人来电咨询新个

人所得税法实施后纳税记录有关问题，

中心负责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 纳税人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取得应税所得并由扣

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办理了全员全额

扣缴申报， 或根据税法规定自行向税

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的， 不论是否实

际缴纳税款， 均可以申请开具个人所

得税纳税记录。

“也就是说， 即便是零申报， 均在

纳税记录中连续记载。” 这位负责人

说。

北大同意翟天临退出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确认其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责成光华管理学院做出深刻检查

最新消息

税务总局：

个税零申报不影响纳税记录连续性

国家卫健委提出开展“减糖”行动

中小学校及托幼机构限售高糖饮料和零食

特朗普签署拨款案

美政府本财年不再“停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