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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7月1日起施行

购车按实付价计税
本报记者 董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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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日前发布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日前发布 20192019 年年 44 月份月份
失信风险警示报告失信风险警示报告。。这份报告主要涉及电信网络诈这份报告主要涉及电信网络诈
骗骗、、虚假广告虚假广告、、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侵犯知识产权侵犯知识产权、、法院判决不执法院判决不执
行行、、套路贷套路贷、、不合格产品等行为不合格产品等行为。。报告同时揭露报告同时揭露 4747 种种
常见诈骗手法常见诈骗手法，，引起公众关注引起公众关注。。针对最新的诈骗手段针对最新的诈骗手段，，
本期主持人为广大网友支招本期主持人为广大网友支招。。

问问：：电信网络诈骗有哪些新特点电信网络诈骗有哪些新特点？？

主持人主持人：：花样不断翻新花样不断翻新、、场景多变场景多变，，近年来的电信近年来的电信
网络诈骗新型犯罪活动不断演化和升级网络诈骗新型犯罪活动不断演化和升级，，呈现出一系呈现出一系
列新的特点列新的特点，，包括犯罪手段高科技化包括犯罪手段高科技化，，犯罪行为集团犯罪行为集团
化化、、国际化国际化，，赃款流动快速化赃款流动快速化，，诈骗对象精准化诈骗对象精准化、、定向化定向化
等等。。其中其中，，犯罪分子借助信息化犯罪分子借助信息化、、智能化的计算机智能化的计算机、、电电
话等设备话等设备，，通过互联网服务器通过互联网服务器，，使用任意显号软件使用任意显号软件、、网网
络电话等技术手段络电话等技术手段，，利用伪基站批量群发短信利用伪基站批量群发短信、、拨电拨电
话话，，利用改号软件将主叫号码修改为银行利用改号软件将主叫号码修改为银行、、电信运营电信运营
商商、、公安机关等机构的官方号码等公安机关等机构的官方号码等。。诈骗技术手段不诈骗技术手段不
断变化断变化，，受害人防不胜防受害人防不胜防。。

问问：：常见的诈骗常见的诈骗““套路套路””有哪些有哪些？？

主持人主持人：：报告显示报告显示，，老年人老年人、、在校大学生在校大学生、、公司财务公司财务
人员人员、、个体户等人群为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主要受害个体户等人群为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主要受害
群体群体。。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提示信息和媒体报道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提示信息和媒体报道，，常常
见的诈骗手法包括见的诈骗手法包括：：电话电话、、QQQQ 冒充熟人好友诈骗冒充熟人好友诈骗，，冒冒
充公检法充公检法、、公司老总诈骗公司老总诈骗，，利用微信假冒代购诈骗利用微信假冒代购诈骗，，发发
布虚假爱心传递诈骗布虚假爱心传递诈骗，，点赞诈骗点赞诈骗，，盗用公众账号诈骗盗用公众账号诈骗，，
电视欠费诈骗电视欠费诈骗，，退款诈骗退款诈骗，，购物退税诈骗购物退税诈骗，，低价购物诈低价购物诈
骗骗，，办理信用卡诈骗办理信用卡诈骗，，等等等等。。在二维码诈骗中在二维码诈骗中，，犯罪分犯罪分
子以降价子以降价、、奖励为诱饵奖励为诱饵，，要求受害人扫描二维码加入会要求受害人扫描二维码加入会
员员，，实则附带木马病毒实则附带木马病毒。。一旦扫描安装一旦扫描安装，，木马就会盗取木马就会盗取
受害人的银行账号受害人的银行账号、、密码等个人隐私信息密码等个人隐私信息。。

问问：：如何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如何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主持人主持人：：大家可以多关注有关部门发布的提示信大家可以多关注有关部门发布的提示信
息和媒体报道的诈骗案例息和媒体报道的诈骗案例，，提高警惕提高警惕。。妥善保管个人妥善保管个人
及企业信息及企业信息，，如在相关网站输入账号如在相关网站输入账号、、手机号码手机号码、、查询查询
支付密码等重要信息前要谨慎核实域名真实性支付密码等重要信息前要谨慎核实域名真实性，，不点不点
击可疑链接击可疑链接，，不连接来历不明的无线网络不连接来历不明的无线网络，，不扫描非正不扫描非正
规渠道获取的二维码规渠道获取的二维码，，谨防钓鱼陷阱谨防钓鱼陷阱。。加强账户安全加强账户安全
管理管理，，如提高银行账户安全性如提高银行账户安全性，，给自己的账户上好给自己的账户上好

““锁锁””，，可单独设立小额独立银行账户可单独设立小额独立银行账户，，用于日常网上购用于日常网上购
物物、、消费消费。。保管好相关复印件保管好相关复印件、、睡眠卡睡眠卡、、交易流水信息交易流水信息，，
培养良好的支付习惯培养良好的支付习惯。。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李万祥李万祥））

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了车
辆购置税有关具体政策。在新政策下，车辆购置税有何变
化？记者就此专访了财税专家——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
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

李旭红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于2018
年 12 月 29 日审议通过，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
该法规定：“纳税人购买自用应税车辆的计税价格，为纳税
人实际支付给销售者的全部价款，不包括增值税税款。”因
为《车辆购置税法》是按照税制平移思路，保持现行税制框
架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将此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
置税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因此车辆购置税的税率与此前
一样，还是10%。

“此次两部门发布公告，主要是贯彻落实《车辆购置税
法》，进一步明确了车辆购置税的税基，税基大小将影响到
税负大小。”李旭红告诉记者，此次公告明确了纳税人购买
自用应税车辆的购置税税基为“实际支付给销售者的全部
价款，依据纳税人购买应税车辆时相关凭证载明的价格确
定，不包括增值税税款”。

据了解，根据此前规定，纳税人购买自用或者进口自用
应税车辆，申报的计税价格低于同类型应税车辆的最低计
税价格，又无正当理由的，计税价格为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
最低计税价格。国家税务总局未核定最低计税价格的车
辆，计税价格为纳税人提供的有效价格证明注明的价格。
有效价格证明注明的价格明显偏低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
核定应税车辆的计税价格。

所谓最低计税价格，是指国家税务总局依据机动车生
产企业或者经销商提供的车辆价格信息，参照市场平均交
易价格核定的车辆购置税计税价格。

“新政策执行后，就意味着部分纳税人并不需要按照最
低计税价格来确认计税基础，仅需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
由于购买车辆需要缴纳增值税，则增值税购买发票上不含
增值税的价格，即可构成车辆购置税的税基。这体现出车
辆购置税税基与增值税税基的趋同，反映出购车消费者能
够按实际支付购买车辆的价款来缴纳车辆购置税，这是合
理的税收负担。”李旭红表示。

那么，在新政策下，如何计算车辆购置税呢？根据《车
辆购置税法》，车辆购置税应纳税额按照应税车辆的计税价
格乘以税率计算。举个例子，张先生今年7月份在4S店购
买了一辆轿车自用，实际支付给销售者全部价款 18 万元

（含增值税），那么张先生应缴纳车辆购置税就等于：
180000元÷（1+13%）×10%=15929.20元。

“车辆购置税对组织财政收入、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及引导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李旭红表示。

债务不是“陷阱”，偏见才是
——驳蓬佩奥北极会上的歪理邪说

郭岩婧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诽谤中国债务、中国基金
的谬论层出不穷，不绝于耳。说其是谬论，因为同样的行为，西方
国家的资金就是香甜的“馅饼”，但中国提供的就变成了黑暗的“陷
阱”？！这是毫无道理的。究其因，就是起于偏见。

美国知名的荣鼎集团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与债务
国在过去10年间重新协商了高达500亿美元的到期债务，多数国
家得到债务减免或延期。相较之下，西方所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
就没那么温和了，财政紧缩、结构改革、资本开放，少一个都不行。

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除了忙着在盟友各国间煽风点
火、施压恐吓，又跑去北极罗织谣言、
散布恐惧。在不久前举行的北极理事会
会议上，他斥责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
区的行为具有“侵略性”，称中国崛起
会使北极圈各国陷入“债务和贪污危
机”，称某些国家被迫接受“劣质基
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
进，诽谤中国债务、中国基金的谬论层
出不穷，不绝于耳。说其是谬论，因为
同样的行为，西方国家的资金就是香甜
的“馅饼”，但中国提供的就变成了黑
暗的“陷阱”？！这是毫无道理的。究其
因，就是起于偏见。

众所周知，基础设施建设是解决当
前许多国家发展瓶颈的重要途径。建设
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
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正是“一带一路”
设施联通的关键领域和核心内容。以中
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雅万高
铁等合作项目为重点的区际、洲际铁路
网络建设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国际道路
直达运输实现了区域内物流整合；港
口、工业园区建设不仅为东道国奠定了
招商引资的硬件基础，更为当地带来了
就业机会。根据商务部数据，截至目前
已有 69 家中国企业参与了“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基建项目，每年
为当地创造超过 70 万个就业岗位，同
时中国金融机构为国际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融资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
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东部非洲

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往来亚的斯亚贝
巴至阿玛达的时间由2小时缩短至45分
钟；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中
国施工企业克服技术、海况、气候的严
峻挑战顺利合龙通车，游客自此可以通
过大桥 5分钟由机场直达首都马累；肯
尼亚的蒙内铁路被誉为“世纪工程”，
累计为当地创造将近 5 万个工作岗位，
拉动经济增长 1.5 个百分点；在乌兹别
克斯坦，中国工人和当地人民一道，用
了 900 天 时 间 建 成 了 19 公 里 长 的 隧
道，使偏远地区的人民仅用900秒就可
以乘火车穿越崇山峻岭。

需要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不仅
仅是发展中国家。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
学会 （ASCE） 研究，目前美国有 28%
的主要城市道路处于次优或劣质，到
2025 年前，道路、高速公路、桥梁、
水利系统、学校和交通系统总共需要
4.59万亿美元来修缮和新建。作为拥有
最丰富工程施工经验的国家之一，中国
将会很愿意参与和帮助美国修缮其国内
劣质的基础设施。

债务的可持续性不仅关乎项目建设
成果，更关乎共建开放、包容的世界经
济前景。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过程中，持续关注债务可持续性问题，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期间，正式发布了《“一带一路”债
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关注有关国家
债务管理能力和融资机构的投融资决策
科学性。但是，这些努力在以蓬佩奥先
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官员眼中只是徒
劳，毕竟没人能叫醒装睡的人。美国著
名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学者德博拉·布
蒂格姆 （Deborah Brautigam） 及其
研究团队对超过 3000 个“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跟踪研究发现，存在债务持续
性隐忧的相关国家仅有斯里兰卡一例。
更何况斯里兰卡的债务困境远在“一带
一路”建设开始前便存在，遑论是中国
一手造成。

美国知名的荣鼎集团 （Rhodium
Group） 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
国与债务国在过去 10 年间重新协商了
高达500亿美元的到期债务，多数国家
得到债务减免或延期。相较之下，西方
所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就没那么温和
了，财政紧缩、结构改革、资本开放，
少一个都不行。巴基斯坦经济事务部常
务秘书努尔·艾哈迈德指出，巴基斯坦
外债总额约为 1060 亿美元，其中来自
中国的贷款仅占这一数字的 10%左右，
其余约 90%贷款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巴黎俱乐部和其他国际组织等。中
巴 经 济 走 廊 建 设 为 巴 基 斯 坦 提 供 了
75000 个直接工作岗位。预计到 2030
年，会增加就业达 70 万人。究竟是谁
在制造“陷阱”，恐怕不言自明。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发布《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为 个 人 数 据 安 全 加 把 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不仅对公众关注的个人敏

感信息收集方式、广告精准推送、APP过度索权、账户注销难等问题作出了直接回应，还对网络运营者在

数据收集、处理使用、安全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要求，为个人数据安全加上了一把锁——

随便注册一个应用就要身份证号，
推送来的广告好像会“读心”，大数据

“杀熟”防不胜防，注销账号“难于上
青天”……这些在个人数据保护中频频
出现的难题有望迎刃而解。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
《数据安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办法》），对网络运营者在
数据收集、处理使用、安全监督管理等
方面提出了要求，为个人数据安全加上
了一把锁。

为啥出台 《办法》？这与当前日趋
严峻的个人信息滥用和泄露的状况显然
息息相关。根据官方对百款常用手机应
用统计数据显示，其中相当一部分手机
应用存在强制超范围索要权限情况，平
均每个应用申请收集个人信息相关权限
数有 10 项，但实际上用户不同意开启
则 APP 无法安装或运行的权限数平均
仅为3项。

来自“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解平
台”的大数据同样显示，近年来包括天
猫、淘宝、京东、苏宁易购、唯品会等
电商平台，以及大众点评、百度糯米、
携程等生活服务平台，均曾出现过用户
信息泄露事件。仅在 2018 年，就多次
出现用户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比如圆
通、顺丰十几亿条个人信息在暗网被出
售，12306 数百万条旅客信息在网上被
出售等。

数据保护“有章可循”

在 《办法》 中，数据活动被界定为
“利用网络开展数据收集、存储、传
输、处理、使用等活动”。“与已经发布
的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和《互联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指南》相
比，未来有可能作为部门规章发布的

《办法》 效力层级更高，既是大数据时
代数据安全的刚需体现，也在为 5G 市
场铺平国内数据处理合规化道路。”上
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旻说。

北京观韬中茂 （上海） 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王渝伟也认为，与 《网络安全
法》 相比，此次征求意见稿更为详尽，
也有望为未来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
提供参考。

此次 《办法》 中的“亮点”提法，
也让个人数据保护有章可循。一方面，

《办法》 强调了用户的选择权，如其中
明确要求“制定并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
用规则”，且强调“如果收集使用规则
包含在隐私政策中，应相对集中，明显

提示，以方便阅读”，突出信息使用规
则的重要性，以便个人信息主体享有充
分选择权。此外还特别规定，对“网络
产品核心业务功能运行的个人信息”以
外的信息，网络运营者不得因个人信息
主体未同意收集而拒绝提供核心业务功
能服务。也就是说，网络运营者不能在
数据索取上“漫天要价”。

“这实际上就是为了避免网络服务
提供者为了收集数据采取胁迫或者误导
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
心秘书长姜奇平表示，信息采集的主导
权和选择权必须交给消费者，这是信息
服务的原则性问题。

另一方面，《办法》 也进一步强调
了对用户隐私的保护，《办法》 要求

“网络运营者以经营为目的收集重要数
据或个人敏感信息的，应向所在地网信
部门备案”。根据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

信息安全规范》，包括身份证信息、电
话号码、邮箱地址、浏览记录、定位信
息乃至个人指纹、声纹，这些都属于个
人敏感信息。“通过国家强制力对隐私
信息的收集使用予以限制，在隐私信息
泄漏时亦有迹可循，以实现个人隐私信
息的数据安全。”李旻说。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
表示，只有能对隐私信息的收集者追根
溯源，才能从源头保护个人数据安全。

解决方法直面“痛点”

“ 《办法》 对于近年来层出不穷的
网络数据安全问题予以细化，针对新型
数据安全管理的规定能及时填补因社会
发展导致的法律漏洞，具有前瞻性。”
李旻说。

从 《办法》 的具体规定来看，不

少一直困扰用户的“痛点”被明确点
名，比如刚订了一张机票，马上各个
应用就开始推荐目的地相关信息，这
种利用用户浏览历史，通过定向推送
获得广告收入的“精准广告”，让不少
用户觉得毫无隐私。对此，《办法》 明
确规定，要求利用用户数据和算法推
送 新 闻 信 息 、 商 业 广 告 需 显 著 标 明

“定推”字样, 并为用户拒绝接受定
向推送信息提供选择权，“用户选择停
止接收定向推送信息时，应当停止推
送，并删除已经收集的设备识别码等
用户数据和个人信息”。

“广告主采集用户的信息难度会增
加，但这也是全球范围内的大趋势，各
个主要国家的相关法规，也都在强调保
护消费者的个人数据隐私。”网络广告
平台Marteker创始人冯祺表示。

再比如，针对账号注销难，账号注
销后个人信息消除难，《办法》 也特别
提出，要保护用户的“被遗忘权”。《办
法》 强调，“收集使用规则应突出个人
信息主体撤销同意，以及查询、更正、
删除个人信息的途径和方法”。“网络运
营者收到有关个人信息查询、更正、删
除以及用户注销账号请求时，应当在合
理时间和代价范围内予以查询、更正、
删除或注销账号。”

“突出‘被遗忘权’保护也是办法
的一个亮点。‘被遗忘’是消费者的合
理诉求。”左晓栋说。

在北京亿达 （上海） 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毅智看来，“被遗忘权”仍需进
一步细化，“比如，在用户注销账户
后，网络经营者对于已经散发出去的
信息如何处理？用户是否有权要求网
络经营者对已经散发出去的信息予以
删除或者负责？”

此外，包括“网络爬虫”访问收集
流量不得超过网站日均流量的三分之
一，限制“大数据杀熟”等歧视性推送
行为，明确数据安全责任人的任职要
求，要求提供数据安全责任人的姓名及
联系方式等，《办法》 中的相关规定，
为个人数据保护中的一系列热点问题提
供了解决方案。

“互联网行业头部企业的天然主导
性，导致行业内部缺乏竞争，基于用户
对平台服务的信任而建立起的黏性，不
能成为某些平台实行差别定价、数据反
复买卖的底气。从这个角度来讲，《办
法》对同行业、跨行业之间企业联手利
用用户信息的合规性提出了新要求。”
董毅智表示。

徐 骏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