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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从全国人大获悉!下午
结束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次会议!不会表决国务院提交的个
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将汇总相关
意见修改草案后! 进入二审阶段!甚
至有可能进行第三次审议"

国务院提交的个税修正案草案!

将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

#$"从目前的每月$%%%元提高至每
月&%%%元" 这一提高幅度偏低!此前!

多位学界专家建议!免征额应至少提
高至每月"%%%元"

中国个税免征额的确定方法!综合
考虑了个人生计支出#消费物价和赡养
人数!是一个不分纳税人差异进行平均
扣除的标准"这种做法!非常便于征管!

但严重低估了城镇职工负担的消费支
出"保守估算!&%%%元的扣除标准!最多

维持两年就会被消费支出超越"

此外! 草案拟将现行工薪所得'级
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级! 取消)"*和
+%*两档税率! 扩大"*和,%*两个低档
税率的适用范围! 并扩大了最高税率
+"*的覆盖范围! 将现行适用+%*税率
的应纳税所得额!并入+"*税率"

调整后!中低工薪者的税负减轻!

但高工薪所得者税负提高"

对于工薪所得超额累进税率!许多
专家建议由'级减少为"级!对较低工薪
收入者!即每月应纳税所得额在"%%%元
以下的!适用,*或"*的低税率!对中等
工薪收入者! 即每月应纳税所得额$万
元以下的!适用,%*或,"*的税率"

这样的思路! 体现对中低工薪收
入者低税负! 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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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交人大审议的个税修
正案中! 个税免征额的提高以
及超额累进税率的调整给广大
中低纳税人群带来了实惠" 地
产界名人任志强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炮轰 $高收入低纳税% 人
群 ! 称部分高收入人群纳税
$合法不合理%"

任志强对一些 $收入非常
高! 但交税金额却比较少% 的
人群较为不满& $话剧团演员
的工资只有不到$%%%元! 如果
扣除了 '五险一金( 可能只能
拿一千多块钱" 但是他 )

%

*

演一个电影! 收入可能有"%%

万! 按劳务收入一次性纳税只
有$%*左右! 那就完全不一样
了"% 任志强还表示! 一些私营
企业者可能不拿高工资! 可以
把公款的各种消费都在企业里
报销了! 等于逃避了一部分税
收! 合法不合理"

事实上! 人大审议的个税
修正案中! 虽然对于中低收入
者减少了较大的纳税负担! 但
对于百万年薪以上的高收入而
言! 他们的纳税并没有出现明
显增长! 只有月薪-万到,%万的
人受到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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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年一季度就
业工作情况"

,+&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万
人!完成全年'%%万目标任务的&+*"城
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万人!完成全年
"%%万目标任务的$(*" 就业困难人员
实现就业+,万人!完成全年,%%万目标
任务的+,*" 一季度末!全国实有城镇
登记失业人数'%'万人!城镇登记失业
率为+.,*!与去年底持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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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较前一个交易日升值(+个基点!再
次刷新一天前创下的汇改以来人民币汇
率新高" +月$%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
价首次突破/."&关口"今年以来!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幅度超过,."*"

去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
&.,*" 这意味着!不到+个月!人民币小
步快跑!跑过去年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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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011234564738报道!市场调查公司
9:8;:3<= 05;2=:4>6周四发表报告称!今年
第一季度!苹果4?@A53手机出货量同比增
长,倍多!按照收入计算!苹果已超过诺
基亚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销售商"

9:8;:3<= 05;2=:4>6表示! 苹果第二
财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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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53收入为,,'

亿美元! 诺基亚第一季度的手机总收
入为'+亿美元" 周三!苹果报告第二财
季4?@A53销量达到,-/"万部!同比增长
,,&*" 周四诺基亚报告的第一季度智
能手机出货量为$+%%万部! 同比增长
,&*!但市场份额却从&'*下降到$+*"

该机构的分析师阿莱克斯,斯贝
克特称!苹果的销量增长强劲!加上价
格更高!使其在不到+年时间里成功登
顶全球手机市场"

苹果和诺基亚还陷入专利诉讼鏖
战&去年,%月诺基亚起诉苹果!指控其
4?@A53手机侵犯自己与B9C和无线
D0E技术有关的专利-而苹果也反诉诺
基亚!指控其侵犯自己的,&项专利" 预
计两家手机巨头的诉讼战将持续多
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FGH*也同意
调查两家公司的相互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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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次消协比较试验中都
被查出有服装未达标!$,日!北京
市消协首次对受时尚年轻人追捧
的洋品牌$I0J0%所在的飒拉商
业+

*+

,有限公司予以公开批评!

指出其漠视国内消费者权益!并
将致函I0J0西班牙总部敦促遵
守中国法律"

这是北京市消协首次对洋品

牌漠视国内消费者权益采取措
施"市消协指出!自$K%'年以来消
协先后进行了&次服装产品比较
试验! 委托第三方质检机构依据
国家标准进行质量检测! 而飒拉
商业-

*+

,公司$I0J0%品牌的$

款羽绒服#!款休闲裤均被认定为
不合格产品" 这些情况按程序都
向公司进行了告知! 并把检测结

果向社会公开披露"

但时至今日!$飒拉商业 -

*

+

, 公司对产品存在的质量问题
始终没有明确态度%!对舆论监督
听而不闻! 对消协组织及消费者
的意见从未回应!市消协认为$这
是对受到中国法律保护的消费者
合法权益一种漠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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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限房价#竞地价%是北京面向首次购
房和改善性购房群体! 着力解决处于
$夹心层%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难问题
的供房新模式!今年将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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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五一%黄金周即将来临之
际!不少普通购房者所期待的降价!仍
未到来"

$$日上午!有$五一市场风向标%之
称的$%!!珠三角房博会在广州锦汉展
览中心举办!这是新政后广东省首个大
型房地产展销会"记者在房博会现场观
察发现!房企依然没有松口降价"

此前!广东省$!个地级以上城市#

$&个县级城市均公布了$%!!年度新建
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广州#深圳调整完
善了住房限购政策! 佛山出台了住房
限购措施"

新政下! 开发商的销售压力增加
了不少!但房价依然没有松动"

现场如万科等不少开发商! 只是
在房博会期间给出了额外''折的优
惠"虽然恒大有给出-"折优惠!但业内
人士普遍认为这是其惯用的营销手
段!算不上真正的降价"

虽然开发商不肯松口降价! 但市
场陷入冰冻期却是不争的事实"近日!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发布的&月数据分
析显示!&月份全市!%区新建商品住宅
签约面积$跳水%超三成!为&!.'-万平
方米- 房价则出现了近半年最大的降
幅!环比降-.$*!为!$-"'元L平方米"

*

so

+

$这肯定又是个谣传!我
可以证实国家发改委没有在
做这件事!就是有!也属人社
部的职责范畴!国家发改委没
有这个权力" %#)日!针对国家
发改委正在起草 $涨工资方
案%一事!国家发改委新闻部
门有关人士对记者郑重澄清
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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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新闻发言人尹成基##日透露!

#K))年)月至&月!)&个省份调
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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