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过去的2月， 小微企业
迎来了新的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
措施落地后的首个纳税申报期。
税务部门为纳税人提供了 “申报
即享受” 的便捷服务， 让全国各
地的小微纳税人更顺手、 更舒心
地拿到国家减税降费红包。

喜迎首个征期
企业减税红包落袋

自2019年1月起 ， 国家开始
实施新一轮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
降费政策措施。 其中一项规定，
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并允
许小规模纳税人自主选择按月或
者按季申报。 新政策出台后， 财
务人员林鹭燕所在的厦门某眼镜
有限公司金湖路分公司选择按月
申报的方式， 因此成为最先享受
普惠性减税的企业之一。

“今年1月， 公司销售收入9
万多元， 按照原来的政策计算，
要缴纳2700元左右的增值税， 现
在 ， 不 仅 一 分 钱 不 用 缴 ， 还
省了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300多
元 。 国 家 在 年 前 给 我 们 这 么
大 一 个红包 ， 我们当然要早点
揣进口袋里才放心。” 在厦门市
思明区税务局等候办税的林鹭燕
告诉记者。

“以前我每个月开发票超过
3万元都要缴税， 今天开了96000
元的发票也没缴税， 免税标准翻
了3倍！” 在重庆市酉阳县办税服
务厅， 前来办税的小微企业会计
陈历霞上午9时来到办税服务厅，

仅用了几分钟就拿到了由税务机
关代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降
费政策措施不仅对小规模纳税人
的增值税和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
税做出进一步的减免， 还允许各
省区市政府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 ， 在50%幅度内减征资源税 、
城建税、 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
税、 印花税 （不含证券交易印花
税）、 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一年下来我能省1万多元！ ”
来自澳门的吴女士率先享受到了
地方税费减免带来的实惠。日前，
她在国家税务总局珠海保税区税
务局缴纳2月的房产税并开具不
动产出租发票时发现， 原本每个
月要缴纳2200多元， 这个月她只
需缴纳1113.9元。

申报即享受
便捷得红包

“申报即享受”， 是新一轮
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措施的
一大特点， 也是这个申报期里享
受到减税 “真金白银” 的纳税人
的共同感受。

在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滨江
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小微企业
咨询专窗” 税务人员张琛遇到最
多的问题就是 “享受优惠要办什
么手续？ ”“需要准备什么资料？ ”

“都不用， 无须审批、 无须
核 查 、 无 须 证 明 ， 申 报 就 能
享受。” 张琛耐心地为办税人员
解答。

据了解， 在2月申报期到来
之前， 全国所有省级税务部门都
在电子税务局的网上申报系统内
增加了对小规模纳税人、 小型微
利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提醒
功能。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汤继强介
绍 ， 当前 ,凡采用网上申报的方
式， 只要纳税人项目填写完整，
系统就可以自动帮助享受减免税
优惠， 包括自动识别纳税人是否
可享受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
策， 自动计算纳税人的可减免税
金额， 自动生成纳税申报表。

确保落地生根
更多红包在路上

目前 ， 从国家税务总局到
省、 市、 区、 县税务局都成立了
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 由一把
手牵头， 下设若干专项工作组，
制定任务清单和作战图， 逐级压
实责任， 确保政策落地落细。

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操作性
办法一经发布， 各级税务机关及
时加强对政策的宣传辅导和政策
解读， 对12366坐席人员和办税
服务厅一线人员进行专项培训，
并对预计符合优惠条件的纳税
人， 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政策宣传
和辅导。

一年之计在于春。 随着更多
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的陆续推出，
小微企业将收获更加丰厚的红
包， 随着税务部门便民办税服务
举措的不断升级， 市场主体的更
多获得感已在路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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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性减税落地
首个征期小微企业获利多

国际空间站将迎来首次全女性太空行走

委内瑞拉要求
德国驻委大使48小时内离境

韩国智能手机用户月均使用8G流量

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局6日证
实， 两名美国女宇航员将于3月
29日在国际空间站外进行太空行
走， 这将是国际空间站历史上第
一次全女性太空行走。

这两名女宇航员分别是安
妮·麦克莱恩和克里斯蒂娜·科
赫， 加拿大航天局飞行控制员克
里斯滕·法西奥将从美国休斯敦
约翰逊航天中心的地面控制台为
此次太空行走提供支持。

首先曝出这一消息的正是法
西奥。 她于3月初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写道， 将在控制台上为首次
全女性太空行走提供支持， “无

法抑制自己的兴奋”。 这一推文
获得大量转发和点赞。 法西奥后
来写道 ： “希望未来有一天这
（女性在太空做出重要贡献） 将
成为常态。”

美国航天局一名发言人6日
对媒体说， 这是国际空间站59号
远征计划中三次太空行走中的第
二次， 其中麦克莱恩还将与一名
男宇航员参加3月22日的太空行
走。 这位发言人表示， 第一次全
女性太空行走并非刻意安排在3
月美国 “妇女历史月” 的最后一
周， 太空行走的任务和时间表可
能会发生变化。

麦克莱恩和科赫均于2013年
加入宇航员队伍， 其中麦克莱恩
去年12月搭乘俄罗斯飞船飞抵国
际空间站， 而科赫计划于3月14
日搭乘俄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
按照美国航天局给出的信息， 两
人3月底的太空行走将持续约7小
时， 她们将承担更换电池等舱外
维护任务。

世界首位太空行走女宇航
员是苏联宇航员斯韦特兰娜·
萨 维 茨 卡 娅 ， 曾 于 1982年 和
1984年 两次飞入太空 ， 在第二
次任务中成为全球首位太空行
走女性 。

第89届日内瓦车展3月5日正
式对媒体开放， 来自全球40多家
车企的近百款全球和欧洲首发车
型在展会上亮相， 电动化趋势似
乎已成为众多车企对行业未来的共
识。 作为每年最早开幕的欧洲车
展， 日内瓦车展素有汽车行业
“风向标” 之称， 而在今年的展
会上， 这一 “风向标” 明确地指
向电动化。 图为3月6日在瑞士日
内瓦国际车展上拍摄的宾尼法利
纳Battista电动跑车。 新华社发

日内瓦车展
“主打”电动汽车

伦敦留学生显著增加
中国学生人数最多

新华社电 英国高等教育统
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在伦敦
求学的国际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其中中国大陆学生数量最多、 增
长最快。

伦敦市长办公室的官方大学指
导网站 “伦敦学习” 6日援引高等教
育统计局的数据说， 伦敦的国际学
生人数已连续5年显著增加。 其中，
2017-2018学年的留学生人数约
12万， 比上一学年增加5.3%。

自2011年以来， 到伦敦的中
国大陆留学生增加了近90%， 目
前已超过2.1万 ， 高居国际学生
总数榜首。 美国和意大利留学生

数量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分别为
7105人和5770人。

印度和中国是伦敦增长最快
的留学生市场， 自2016年以来年
均涨幅达到20%。

主管商业的伦敦副市长拉杰
什·阿格拉沃尔认为， 最新数据
说明伦敦一如既往对世界各地的
年轻人才具有强大吸引力， 也证
明伦敦依然是个开放的城市。

伦敦有4所大学入选2019年
QS世界大学排名前40位， 5所大
学入选前200位。 目前在伦敦求
学的学生人数超过38万， 其中约
30%来自海外。

新华社电 韩国 政 府 7日 发
布的数据显示 ， 今年 1月韩国
智 能 手 机 数 据 使 用 量 首 次
超过40万TB （太字节）， 每个手
机用户的平均月度流量达8.1GB
（吉字节）。

据韩联社援引韩国科学技术
信息通信部发布的数据， 2019年
1月， 韩国全国智能手机的无线
数据流量达403812TB （1TB等于
1024GB）， 这是韩国智能手机月
度流量首次超过 40万TB大关 。
分析显示， 这主要源于智能手机
流媒体播放服务等应用程序的使
用量持续增加。

随着智能手机及 4G （第四
代移动通信技术） 网络在韩国的
普及， 手机用户每月流量迅猛攀
升。 对比显示， 韩国今年1月的
智能手机数据使用量与前一个月

相比增幅为1.5%； 与去年1月相
比， 增幅为28.7%； 与2012年1月
相比， 增加了17倍。

具体来看， 1月份韩国智能
手机流量中有99.8%来自支持4G
LTE网络的智能手机用户。 LTE
是 “长期演进 ” 的简称 ， 是4G
网络技术的一种。 统计发现， 使
用4G LTE网络的智能手机用户
更倾向于选择不限数据流量的套
餐， 以更好地享受手机流媒体播
放、 网络游戏等服务。

韩国主要电信运营商正推进
5G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 商
用服务。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 由
于5G部署需要时间， 5G手机需
要更长时间才能普及开来， 因此
预计当前支持4G LTE网络的手
机仍将是主流， 其无线数据流量
还将持续攀升。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最新一
项研究表明， 一度濒临灭绝的澳
大利亚东海岸座头鲸数量近年来
显著回升 ， 已达近2.5万头 ， 然
而这一种群将在不久的将来面临
新的威胁。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
人员在日本 《种群生态学》 杂志
上发表论文报告说， 澳大利亚座
头鲸在1952至1962年间遭到大量
捕杀， 导致数量急剧下降， 1962
年澳大利亚座头鲸只剩下500头
左右。 此后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
商业捕鲸禁令。

昆士兰大学的观测数据显
示， 禁捕令颁布后， 澳洲东海岸
座头鲸数量以平均每年10.9%的
速度增加。

研究人员表示， 座头鲸数量
回升的原因较为复杂， 禁止捕猎

和过度开发、 在种群数量不高的
前提下食物充足、求偶容易、疾病
发生率低以及其他环境因素等都
可以带来数量的回升。 如果这种
态势持续，到2021年至2026年，座
头鲸的种群数量将达到顶峰。

但这种增长并非完全是好消
息。 论文领衔作者、 昆士兰大学
副教授迈克尔·诺德表示， 由于
座头鲸数量的激增以及气候变化
影响带来的座头鲸主要食物———南
极磷虾的短缺， 可能会使座头鲸数
量在 “峰值” 之后出现 “崩盘”。

每年4月至11月， 澳洲东海
岸都会迎来壮观的座头鲸大迁
徙。 这些庞然大物在冰冷的南极
水域度夏后集体北上， 前往亚热
带的温暖水域求偶和繁育下一
代， 给澳洲东海岸带来了一年一
度的观鲸盛事。

澳大利亚座头鲸数量激增

新华社电 委内瑞拉政府6日
宣布德国驻委大使丹尼尔·克里
纳为 “不受欢迎的人”， 要求他
48小时内离境。

委外交部 6日发表声明说 ，
克里纳反复干涉委内瑞拉内政，
违反了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 因
此作出以上决定。 “克里纳先生
有48小时的时间离开这个国家。”

声明说， 委内瑞拉的自由和独
立不容侵犯， 委政府呼吁欧洲各国
采取具有建设性、 平衡的立场， 促
使委各方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

而不是支持政变和暴力行为。
4日， 克里纳与数个国家的

驻委外交代表在加拉加斯国际机
场迎接委议会主席、 自封 “临时
总统” 的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回
国。 此前德国政府已表示承认瓜
伊多 “临时总统” 的身份。

近期， 委内瑞拉陷入政治困
局。 控制议会的反对派要求重新
举行总统选举， 但遭到政府的拒
绝。 瓜伊多1月23日自封 “临时
总统”， 获得美国等一些国家的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