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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回应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热点问题——

吃透用好政策 领足减税红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可以自行选择计税方式，全年一次性奖金政策的优势是单独计

税，不与当期综合所得合并计算，从而“分拆”收入，降低税率；通过“个人所得税”APP成功填报的专

项附加扣除信息，若填报时指定由某扣缴单位申报的，无需再向该扣缴单位另行填报——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小心小心！！智能门锁也能被秒开智能门锁也能被秒开

流感来势猛流感来势猛 应对有妙招应对有妙招
目前目前，，我国大多数省份已经进入流感流行季节我国大多数省份已经进入流感流行季节，，

流感活动水平持续上升流感活动水平持续上升。。那么那么，，流感会引起哪些症流感会引起哪些症
状状？？得了流感该如何治疗得了流感该如何治疗？？平时应该如何防护平时应该如何防护？？针对针对
这些热点问题这些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问问：：流感是如何引起的流感是如何引起的？？

主持人主持人：：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流感病毒可流感病毒可
分为分为 AA、、BB、、CC 三型三型，，分别引起甲型分别引起甲型，，乙型和丙型流乙型和丙型流
行性感冒行性感冒。。其中其中，，甲型和乙型流感症状较重甲型和乙型流感症状较重，，丙型流丙型流
感症状较轻感症状较轻。。然而然而，，还有许多其他病毒可以引起类似还有许多其他病毒可以引起类似
于流感症状的疾病于流感症状的疾病，，通常很难确定具体是哪种病毒所通常很难确定具体是哪种病毒所
致致，，这种情况我们通常会称为这种情况我们通常会称为““流感样症状流感样症状””。。流感流感
主要通过呼吸道吸入含有流感病毒的空气飞沫传播主要通过呼吸道吸入含有流感病毒的空气飞沫传播，，
有时直接接触被感染者污染的物品也可以患病有时直接接触被感染者污染的物品也可以患病。。

问问：：流感与普通感冒有何区别流感与普通感冒有何区别？？

主持人主持人：：感冒分为普通性感冒和流行性感冒感冒分为普通性感冒和流行性感冒 （（简简
称流感称流感）） 两种两种。。普通感冒是普通感冒病毒引起的病毒普通感冒是普通感冒病毒引起的病毒
感染感染。。一般来说普通感冒起病急一般来说普通感冒起病急，，没有季节性没有季节性，，一般一般
全年发病全年发病，，主要表现为鼻部症状主要表现为鼻部症状，，如喷嚏如喷嚏、、流涕流涕、、鼻鼻
塞塞，，也可以表现为咳嗽也可以表现为咳嗽、、咽部不适甚至鼻后滴漏感咽部不适甚至鼻后滴漏感。。
22天至天至 33天后鼻涕可能变稠变黄天后鼻涕可能变稠变黄，，可以伴有头痛可以伴有头痛、、流流
泪泪、、味觉迟钝味觉迟钝、、呼吸不畅呼吸不畅、、声嘶等声嘶等，，有时候甚至可能有时候甚至可能
造成听力减退造成听力减退。。严重者可以有发热严重者可以有发热 （（多为低热多为低热）、）、畏畏
寒等不适症状寒等不适症状。。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流
感发病起病急感发病起病急，，可以表现为高热可以表现为高热、、全身酸痛全身酸痛、、头痛头痛、、
乏力乏力、、眼结膜炎等中毒症状眼结膜炎等中毒症状。。相对于普通感冒来说它相对于普通感冒来说它
造成的流涕等症状不明显造成的流涕等症状不明显。。发病有季节性发病有季节性，，集中在每集中在每
年年 1111 月份至次年月份至次年 33 月份中旬月份中旬。。流感起病急骤流感起病急骤、、传播传播
快快、、发病率高发病率高，，传染率可达传染率可达 5050%%，，常可引起爆发流常可引起爆发流
行行。。流感病毒引起的症状一般较其他病毒引发的流感流感病毒引起的症状一般较其他病毒引发的流感
样症状更严重样症状更严重，，即使身体很好的人即使身体很好的人，，流感也会让人状流感也会让人状
态很差态很差。。

问问：：如何预防流感如何预防流感？？患流感后如何治疗患流感后如何治疗？？

主持人主持人：：专家指出专家指出，，接种流感疫苗是个人预防流接种流感疫苗是个人预防流
感的最有效手段感的最有效手段。。此外此外，，在生活中还应注意保持室内在生活中还应注意保持室内
空气流通空气流通，，注意环境清洁注意环境清洁；；保证充足睡眠保证充足睡眠、、健康饮食健康饮食
并坚持适量运动并坚持适量运动；；注意天气变化注意天气变化，，随气温变化增减衣随气温变化增减衣
物物；；勤换衣勤换衣、、勤洗手勤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巾或袖子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巾或袖子
遮住口遮住口、、鼻鼻；；生活生活、、工作工作、、学习中应尽量避免接触流学习中应尽量避免接触流
感患者感患者，，若需接触则应佩戴口罩若需接触则应佩戴口罩，，做好防护做好防护；；学校学校、、
托幼机构等应做好因病缺勤监测和晨午检查托幼机构等应做好因病缺勤监测和晨午检查，，若出现若出现
疫情疫情，，则需采取相关停课措施则需采取相关停课措施，，尽量减少聚集活动尽量减少聚集活动。。

患流感后尽量在家中隔离休息以避免传染患流感后尽量在家中隔离休息以避免传染，，可以可以
服用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控制体温服用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控制体温、、多饮水多饮水，，预预
防脱水防脱水、、咽喉含片及生理盐水滴鼻有助于减轻鼻子和咽喉含片及生理盐水滴鼻有助于减轻鼻子和
咽喉症状咽喉症状。。有证据表明有证据表明，，抗病毒药奥司他韦和扎那米抗病毒药奥司他韦和扎那米
韦对流感有效韦对流感有效，，这类药可以通过干扰病毒的繁殖复制这类药可以通过干扰病毒的繁殖复制
来降低病毒对人体的损伤来降低病毒对人体的损伤，，也可以降低并发症的风也可以降低并发症的风
险险。。目前最常用的是磷酸奥司他韦目前最常用的是磷酸奥司他韦，，并且发病后用药并且发病后用药
越及时越及时，，效果越好效果越好，，推荐发病推荐发病 4848 小时内用药小时内用药，，如果如果
超过超过4848小时再用药也是可以获益的小时再用药也是可以获益的。。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吴佳佳吴佳佳））

据媒体报道据媒体报道，，近日有人用一个烟盒大小的盒子在近日有人用一个烟盒大小的盒子在
几台智能门锁前来回晃动几台智能门锁前来回晃动，，无需指纹和密码无需指纹和密码，，几秒钟后几秒钟后
门锁就自动打开了门锁就自动打开了，，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议论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议论。。那么那么，，使使
用智能门锁需要注意什么用智能门锁需要注意什么？？智能门锁存在哪些安全隐智能门锁存在哪些安全隐
患患？？如何提高门锁安全性如何提高门锁安全性？？请听本期主持人解答请听本期主持人解答。。

问问：：智能门锁智能门锁被秒开是怎么回事被秒开是怎么回事？？

主持人主持人：：广州国家通用电子元器件及产品质检广州国家通用电子元器件及产品质检
中心专家告诉记者中心专家告诉记者，，““小黑盒小黑盒””的专业术语叫特斯的专业术语叫特斯
拉线圈拉线圈，，在开启时瞬间产生强大电磁场在开启时瞬间产生强大电磁场，，甚至能将甚至能将
节能灯泡点亮节能灯泡点亮。。由于特斯拉线圈利用电磁干扰了智由于特斯拉线圈利用电磁干扰了智
能门锁中的电机驱动板能门锁中的电机驱动板，，使电磁感应绕过智能锁的使电磁感应绕过智能锁的
检测检测，，直接作用于电机驱动部分直接作用于电机驱动部分，，门锁便在几秒钟门锁便在几秒钟
内自动打开内自动打开。。

该质检中心对从实体店及网络电商平台采集的该质检中心对从实体店及网络电商平台采集的
3838 个品牌个品牌、、4040 款型号智能门锁产品实行风险监款型号智能门锁产品实行风险监
测测。。结果显示结果显示，，有有 66 批次产品被批次产品被““小黑盒小黑盒””打开打开，，
占比达占比达 1515%%。。那么那么，，是不是智能指纹锁是不是智能指纹锁、、密码锁就密码锁就
不安全了不安全了？？专家表示专家表示，，解决这一问题在技术上并不解决这一问题在技术上并不
难难，，只是成本会有所提高只是成本会有所提高。。目前目前，，市场上主流企业市场上主流企业
的产品都有相关对策的产品都有相关对策，，出现问题的门锁大多是一些出现问题的门锁大多是一些
质量低劣产品质量低劣产品。。

问问：：智能门锁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智能门锁存在哪些安全隐患？？

主持人主持人：：本次风险监测发现本次风险监测发现，，智能门锁产品在智能门锁产品在
指纹识别方面风险较高指纹识别方面风险较高，，1010 批次产品存在问题批次产品存在问题；；
在感应卡识别开锁方面隐患较多在感应卡识别开锁方面隐患较多，，2828 批次产品有批次产品有
风险风险，，感应卡可被复制感应卡可被复制；；88 批次远距离控制门锁产批次远距离控制门锁产
品存在信息安全问题品存在信息安全问题，，不法分子甚至可以反向进入不法分子甚至可以反向进入
厂商服务器厂商服务器，，获取大量使用该品牌智能门锁用户的获取大量使用该品牌智能门锁用户的
手机号码手机号码；；另外在人脸识别另外在人脸识别、、密码逻辑安全等方面密码逻辑安全等方面
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隐患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隐患。。

专家表示专家表示，，锁具安全性都是相对的锁具安全性都是相对的，，只要有足只要有足
够技术够技术，，智能锁和传统机械锁都可以被破解智能锁和传统机械锁都可以被破解。。新型新型
智能门锁最主要的优点是无需携带钥匙即可开锁智能门锁最主要的优点是无需携带钥匙即可开锁，，
给消费者生活带来便利给消费者生活带来便利。。

问问：：选购和使用智能门锁时应注意什么选购和使用智能门锁时应注意什么？？

主持人主持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智能门锁质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智能门锁质量
安全消费警示建议安全消费警示建议：：尽量选择信誉好的大型专卖店购尽量选择信誉好的大型专卖店购
买门锁买门锁；；消费者尽量不使用或关闭人脸识别功能和远消费者尽量不使用或关闭人脸识别功能和远
程开锁功能程开锁功能；；建议选购具有输入错误报警和防破坏报建议选购具有输入错误报警和防破坏报
警功能的智能门锁警功能的智能门锁；；在日常使用中妥善保管好信息识在日常使用中妥善保管好信息识
别卡别卡，，防止被非法读取和复制防止被非法读取和复制。。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郭静原郭静原））

近日发布的《企业年度报告（2018）》显示——

新设企业很活跃 小微占比再提升
本报记者 佘 颖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用监
督管理司、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联合公
布了《企业年度报告（2018）》（以下简称

《报告》），对全国 2658.06 万户企业 2017
年年报综合分析显示，企业运行比较平稳，
经济发展企稳向好。

《报告》显示，2017年度处于开业状态
的法人企业共 2009.70 万户，开业率为
95.34%，高于2016年。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封凯栋
认为，这反映出我国经济经过结构性调整
阵痛后，企稳向好趋势进一步增强。

在所有产业中，表现比较抢眼的是战
略性新兴产业。《报告》统计的战略性新兴
企业共 239.04 万户，较 2016 年同比增长
41.83%。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整体盈
利能力最强，盈利企业占比为36.98%。

封凯栋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规
模扩张迅速，市场活跃程度较高，但盈利能
力仍有待提高。

新开设企业是市场新生力量，抵御风险
能力弱，能否顺利度过第一年备受关注。《报
告》显示，新生企业经营状况比较乐观。

随着商事制度改革持续推进，营商环
境进一步优化，新设立法人企业数量、新设

企业吸纳就业人数、高技术服务业新设立
法人企业数量等指标持续增长，显示出旺
盛的生命力和良好发展态势。

更关键的是，新设立企业保持了较高
的活跃度。“从企业存续状态看，商事制度
改革后新设立企业开业率较高，2017年度
新 设 立 企 业 的 开 业 率 达 到 97.52% ，与
2016年相比，开业率上升0.44个百分点。”
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杨文分析发现，自
2015年度以来，新设立企业开业率每年均
保持在90%以上。

“从企业经营状况看，盈利及持平企业
合计 274.03 万户，占新设立企业总量的
64.83%。”杨文认为，2017年度新设立企业
保持了很高的活跃度和良好的经营能力，
商事制度改革后新设立企业正持续激发和
释放市场活力。

前不久关于民营企业经营状况的质疑
声不少，但事实证明民营经济正逐步复苏。

“数据显示，2017 年度参与年报的私
营企业总量为 1795.87万户，较 2016 年增
加 19.78%。2017 年开业的私营企业数量
为1728.38万户，开业率96.24%，同比提高
0.32个百分点；实现盈利的私营企业数量
为532.86万户，同比提高0.56个百分点。”

基于这一系列数据，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
会胡湛认为，总体而言，私营企业存续情况
稳定，经营情况较为健康，反映了民营经济
企稳向好的阶段性特征。

“2017 年，《报告》中民营企业吸纳就
业人数为 1.55 亿人，较 2016 年增加 1680
万人，增幅创商事制度改革以来历史新
高。”胡湛说，“2017年，民营企业数量占所
有企业总数之比为88.07%，吸纳就业人数
占就业总人数比例为 60.04%。民营企业
在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持续凸显”。

《报告》显示，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等一
系列制度对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在国家
和地方的政策支持下，2017年度小微企业
数量和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继续增长。胡
湛认为，小微企业整体上呈现出健康、积极
的发展态势。

更重要的是，小微企业不仅数量多了，
发展质量也比较高。胡湛介绍说，自2015
年以来，小微企业中盈利及盈亏平衡企业
数量和占比持续上升，亏损小微企业占比
持续下降。可见，在小微企业数量持续增
长的同时，也具备了良好的存续和经营
能力。

2019 年以后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
金，怎样计算个税？跨年度医疗费用如
何计算扣除？个税 APP 上任职受雇信
息不符怎么办？……1月9日，国家税务
总局开展在线访谈活动，对近期纳税人
关注度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热点问题逐一
回应，帮助纳税人吃透“专扣”政策，领足
减税红包。

年终奖可自行选择计税方式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叶
霖儿介绍，为确保新个税法顺利平稳实
施，稳定社会预期，让纳税人享受税改
红利，财政部、税务总局制发了《关于个
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
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纳
税人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可以
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奖金全额除以
12 个月的数额，按照综合所得月度税率
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
计算纳税，以避免部分纳税人因全年一
次 性 奖 金 并 入 综 合 所 得 后 提 高 适 用
税率。

“对部分中低收入者而言，如将全年
一次性奖金并入当年工资薪金所得，扣
除基本减除费用、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
除后，可能根本无需缴税或者缴纳很少
税款。如果将全年一次性奖金采取单独
计税方式，反而会产生应纳税款或者增
加税负。同时，如单独适用全年一次性
奖金政策，可能在税率转换时出现税负
突然增加的‘临界点’现象。”叶霖儿说。

因此，《通知》专门规定，居民个人
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可以自行选择
计税方式。“请纳税人自行判断是否将
全年一次性奖金并入综合所得计税。
也请扣缴单位在发放奖金时注意把握，
以便于纳税人享受减税红利。”叶霖儿
提醒道。

据了解，全年一次性奖金政策的优势
是单独计税，不与当期综合所得合并计
算，从而“分拆”收入，降低税率。但对于
全年综合所得较低的纳税者而言，如按享
受全年一次性奖金政策反而有可能税负
增加。比如，某人每月收入3000元，年终
有2万元的年终奖金，因其全年收入低于
6万元，将全年一次性奖金并入综合所得
征税，则全年无需纳税；如其按享受全年
一次性奖金政策计算则需要缴纳600元
的个人所得税，造成税负增加。

APP填报需了解基本功能

员工通过“个人所得税”APP填报专
项附加扣除信息后还需要再报给单位
吗？据国家税务总局电子税务管理中心
副主任陈梦林介绍，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成功填报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若

填报时指定由某扣缴单位申报的，该扣
缴单位可在员工提交的第三天后通过扣
缴客户端的“下载更新”功能下载到员工
所填报的信息，无需再向该扣缴单位另
行填报。

当前，“个人所得税”APP的个人信
息中有以下栏目：一是用户基础信息。
这是系统自动带出，使用居民身份证外
的其他证照号码注册，需要填写出生年
月和性别。二是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
址，需选择省市地区，乡/镇/街道为选填
项，手动填写详细地址（如街道、小区、楼
栋、单元室等）。三是学历和民族，这是
选填项，但建议完整填写。四是“其他”，
电子邮箱和境外任职受雇国家默认无，
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填。五是税收优惠信
息，分为残疾、烈属、孤老三种情形，根据
实际情况勾选，对于残疾、烈属需要填报
相关证号并上传证件的电子图片资料，
其中残疾证号为必录，烈属的证号为非
必录。

如果在“个人所得税”APP 的任职
受雇信息中发现某公司不是自己曾经任
职受雇的单位或早已离职的，该如何处

理？陈梦林说，如果是曾经任职的单位，
可在“个人所得税”APP 个人中心的任
职受雇信息中点开该公司，然后在右上
角点击“申诉”，选择“曾经任职”方式。
税务机关会将信息反馈给该公司，由该
公司在扣缴客户端软件中把人员信息修
改成离职状态即可。如果是从未任职的
单位冒用的，还是按照以上路径点击“申
诉”，选择“从未任职”方式，把情况反馈
给该公司的主管税务机关，由税务机关
展开调查。点击申诉后，“个人所得税”
APP 相关任职信息将不再显示。后续
处理结果会通过“个人所得税”APP 主
页的消息提醒反馈给纳税人。

信息未填报后续可补扣

“2018 年 12 月份办理的住房贷款，
但现在还没批下来，预计2019年1月份
批下来，单位现在让我填写专项附加扣
除信息采集表报送上去，但我没有取得

《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住房贷款利息
支出》中的‘贷款合同编号’，应如何处
理？”有网友在此次访谈中问到。

对此，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
长张峰表示，纳税人可以待取得相关信
息后填报扣除。如果因为一时信息不全
没有及时填报也不用担心，后续月份填
报后，也可以按照全年依规定可扣除的
额度扣除，不影响纳税人享受专项附加
扣除政策。

对于商业住房贷款已还清了，剩下
的公积金住房贷款能否抵扣个税的问
题，叶霖儿表示，如果是同一套房子且符
合政策规定条件，采取的组合贷形式，在
商业贷款还清后，公积金贷款继续还款
的情况下可以抵扣个税。

若纳税人任职受雇单位和日常工作
地点不在同一城市，且两地均无自有住
房，该按什么标准享受租房支出扣除？
叶霖儿说，对于这种情况发生的租房支
出，按照实际工作地点的住房租金扣除
标准扣除。

跨年度医疗费用如何计算扣除？
“纳税人年末住院，第二年年初出院，
一般是在出院时才结算医疗费用。纳税
人申报享受大病医疗扣除，以医疗费用
结算单上的结算时间为准，因此该医疗
支出属于第二年的医疗费用，到 2019
年结束时，如果达到大病医疗扣除的

‘起付线’，可以在 2020 年汇算清缴时
享受扣除。”叶霖儿说。

根据税法及相关规定，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
工资薪金所得时，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
预缴个人所得税。那么究竟什么是累计
预扣法呢？张峰介绍，简单来说就是将
纳税人在本单位年初以来的全部工薪收
入，减去年初以来的全部可以扣除项目
金额，如减除费用（也就是大家说的“起
征点”）、“三险一金”、专项附加扣除等，
减出来的余额对照相应预扣率表（与综
合所得年度税率表相同）计算年初以来
应预缴的全部税款，再减去之前月份已
经预缴的税款，就能计算出本月应该预
缴的税款。

“在实际计算税款时，单位办税人
员将本月的收入、专项扣除等金额录入
税务机关提供的免费软件后，可以直接
计算出本月应该预缴的税款。”张峰
说，之所以采用这种预扣税款方法，主
要是考虑到税改后工资薪金所得计入综
合所得，按年计税、税款多退少补，如
果还按照税改前的方法预缴税款，将有
不少工薪纳税人年终需要补税或者
退税。

“采用累计预扣法，将有效解决这
一问题，对于大部分只有一处工薪所得
的纳税人，纳税年度终了时预扣预缴的
税款基本上等于年度应纳税款，年终将
无须再办理汇算清缴申报；同时，即使
纳税人需要补税或者退税，金额也相对
较小，不会占用纳税人过多资金。”张
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