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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E3

核心话题

与个税修法同样重要的是提高征管和服务水平
在申报时提交纳税证明以获抵

异， 需要具体认真甄别对待，

行中是非常复杂的，可能充满不

个 税 综 合征收以及多项个性化

征集信息中。
此次个税修法最大的亮点

扣。 但是，你可能无法提供这个
纳税证明。 比如，你在外地获得

这种情况下， 税收征管部门将
不再像以往一样仅仅面对少数

确定性。 以目前我们办事的惯例
来看，可能就需要纳税人证明是

的专项扣除， 都以准确的信息
为基础， 而现代数字化信息技

是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
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

一笔稿费，支付稿费时当地已经
代扣了所得税，但是，这样的纳

扣税义务人， 而是要直接面对
人数多得多的自然人纳税人。

不是夫妻关系？ 是不是亲子关
系？ 是不是家庭成员？ 由近些年

术的发展， 已经为此提供了很
好的便利条件， 极大地降低了

得等四项劳动性所得，统一纳入
综合所得，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

税证明你很难得到。 如果没有这
样的纳税证明或者发票， 那么，

税收征管部门的工作量会数倍
数十倍地增加。 对于工作量的

一些地方的人为了规避购房限
制而制造不少假结婚假离婚的

个税申报和核实的工作量，降
低了征管成本。 只要充分利用

税率， 并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
续教育支出、 大病医疗支出、住

此前所缴纳的税金不能抵扣，就
要重新缴纳， 这就构成重复纳

增加， 税务机关是不是已经做
好了准备？

案例，不难推断一定会有人弄虚
作假以避税逃税，当然，由长期

现有信息技术， 以上所说的难
题都有办法解决。

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这些专
项附加扣除项目。 综合计征与专

税。 所以，从不同地域不同渠道
获得的所得， 如果被源泉扣税，

五项专项扣除不仅仅增加
了工作量， 而且增加了不确定

征税实践推断，税务干部也可能
会利用这些复杂手续和自由裁

信息化技术的进步为税收
征管提供了客观条件，更重要的

项扣除将极大地考验税务部门
的征管和服务水平。 可以断言，

税务部门能不能准确及时地提
供纳税证明，就是一个很现实的

性。 五项专项扣除中的子女教育
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

量权而进行寻租。
个税的综合征管模式在德

是税务机关的服务意识和服务
水平要有实质性的提高。 税收服

问题。
在综合计征模式下， 分类
所得仍然要源泉扣税， 只不过

的扣除都涉及夫妻和家庭关系。
那么，这三项支出应该从谁的所
得中税前扣除？ 子女教育支出，

国和美国都有一百多年的历
史，其繁难复杂一直受人诟病。
在美国， 最遭人恨的据说就是

务质量的提高，显然是比税收征
管技术的提高更为困难的事情。
即使是在信息技术大为进步的

最终按年度汇总清算， 多退少
补。 不少人的所得， 实际上就

可以在丈夫或妻子的所得中税
前扣除，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
金的扣除，甚至可能还要涉及夫

个人所得税的复杂而繁难，很
多人视纳税申报为畏途。 富人

情况下，人们对于税务征管仍然
啧有烦言。 吃拿卡要，敲诈勒索，

重金聘请税务专家进行筹划，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征管

其他所得来源， 这种情况下，
只要付款单位按月源泉扣税就
可以了， 月度扣税与年度汇算

妻之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如共同

部门和征管人员的服务质量一

生活的子女或父母。 理论上讲，
从收入高的一方扣除，因为他的

穷人则吃尽不懂税务的苦头。
纳税申报不但耗费纳税人大量
时间精力， 也给纳税人带来不

直饱受人们诟病。 近些年国务院
一直在进行“放管服”改革，虽然

不会有什么差别， 年度申报也
并不复杂。 但是， 由于增加了

边际税率较高，会达到更好的节
税效果。 但是税务部门会怎么处

少烦恼焦虑。 对于中国来说，此
次个税修法所拟定的综合征

取得一定成效，但与人们满意尚
有很大距离。 如果税务部门不能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正在

征管和服务水平是决定此次税
改成败的关键。
上海财经大学范子英教授
讲过一个故事， 说他去一个中
部省份的地税局打印他的个税
缴纳证明， 被告知只能打印当
年的， 之前年份的数据由于数
据库更换无法提供。 更让他吃
惊的是， 当他把身份证放到那

文 / 梁发芾

作者为财税史学者

提是缴纳若干年的个税，如果无
法获得连续的纳税证明，就没有
资格购房购车，其利益就受到很
大损失。 范子英教授的遭遇恐怕
也不是孤例， 作为个税的纳税
人，笔者就从来没有得到过税务

是单一的工资薪金所得， 并无

个机器上， 居然显示他的身份
证号码对应了两个自然人，于

机关提供的纳税清单或纳税证
明， 而这本来是不待纳税人索
取， 税务机关应该主动提供的。
四项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计征

是连当年的个税清单都无法提
供了。

以后，有综合所得的人在申报时
间内需要去税务局申报所得。 如

子女教育支出、 继续教育支
出、 大病医疗支出、 住房贷款

理这个问题？ 还有，如果一方不
能完全扣尽，理论上讲也可以将

收， 是数十年来第一次真正向
自然人纳税人直接征税， 在征

切实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
量，人们可能在一种低遵从的状

目前不少城市限购住房和
轿车，非户籍居民买房买车的前

果某项所得在取得时已经被源
泉扣税，那么，这笔税自然应该

利息和住房租金这些专项附加
扣除项目， 这些扣除因人而

剩余部分从其他成员的所得中
扣除。 但是，这些工作在具体实

管模式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难度相当巨大。 让人欣慰的是，

态下进行申报纳税，个税改革很
难取得成功。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青年财政学者

银行今年 1 月份公布的数据，
中国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达 12

信息，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
成为横亘在银行与小微企业之

1000 万小微经营者提供过贷款
服务， 并创造出不良率控制在

行改进服务，打通融资“最后一
公 里 ”， 防 止 资 金 在 银 行 “沉

60%以上的 GDP，贡献了 50%以
上 的 税 收 ， 提 供 了 80% 的 就
业——
—发展小微企业 就 是 最 大
的民生。
在 6 月 20 日的国务院常务

缩，1~6 月累计新增小微企业债
比去年同期下降 227.9 亿元，下

万亿元， 近 80%的微型企业融
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传统商
业银行模式之所以出现“心有
余而力不足”，根本原因是在小
微企业风险控制方面没有找到

间的一道“鸿沟”。
互联网时代信息大爆炸，信
息量呈指数级增长，为解决小微
企业融资困境提供了基础。 如何
有效地搜集、分析、运用这些信

1%的奇迹。 同时，传统大银行也
在发力，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
大的商业银行纷纷设立了网络
金融的事业部或子公司，向信息
化转型。

淀 ”； 二 是 绩 效 ， 要 按 融 资 实 际
绩效来分配央行的金融资源，
对小微企业融资效果好的银行
要加大再贷款、 再贴现的额度，
加大定向降准的倾斜力度；对效

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再一次部署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

降幅度达到 39.78%，此时向小微
企业注入金融活水，是“雪中送

很好的办法。
金融的本质是经营风险，

息，对小微企业运营状况进行科
学评估， 提供合适的信贷产品，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
老问题， 解决老问题要用新思

果不好的银行，要减少额度。 绩
效评价体系不仅要有量的指标，

工作，提出了一揽子政策，包括

炭”之举，稳住了实体经济发展
的
“
压舱石”。

银行需要掌握充分的信息对企
业评估风险， 过去银行的传统
方式是看“三品三表”，“三品”

成为了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

维，必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

困难的新高地。
在这个领域，一些金融科技

新并举，走出一条“用信息为融
资解困”的新路。

还要有质的指标， 除信贷增量
外，还应包括放款效率、收费标
准等关键指标，促进银行把央行

是产品、抵押品、人品 ，“三 表 ”
是电表、水表、纳税表，以这些
基本要件来对企业经营状况评
估，对风险进行定价，并以此来
开展授信管理。 而小微企业恰

企业走在了前面，蚂蚁金服旗下
的网商银行依托大数据、云计算
等新技术，对客户信息进行精细
加工、深度挖掘，通过创建 10 万
项指标体系、100 多个预测模型，

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
是公开， 银行对于支持小微企
业融资建立一个公开机制，定期
对各个银行支持小微企业融资
的进展情况向社会公开，对小微

的金融资源用好； 三是改革，要
推进监管层面的改革，提高资本
效率， 比如在风险资本计量上，
改进小微企业的分类方式，对优
质小微企业适当降低风险权

恰是缺少抵押、缺少账本的，银
行很难以获得小微企业经营的

甄别信用风险、 确定贷款额度、
制订利率水平， 三年来为超过

企业融资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做
定期全面测评， 以此来推动银

重，降低资本占用，提高银行对
小微企业放贷的积极性。

关系降到百年来的低点， 如果
两支球队打遭遇战， 也算是从

了 2015 年对难民的开放政策，
但是，100 万难民已经进入德国。

洲的移民政策越来越严苛，从公
民权意义的欧洲回到基督徒的

利关闭了港口，载着难民的船在
西班牙港口停靠了，巴尔干国家

间谍遇袭案以来两国正面而和
平的接触了。
世界杯越来越像欧洲杯
了，而欧洲杯中，你很难通过肤
色和体貌特征去区分一支球队
了。 这是欧洲二战结束以来人
口结构变化的最直观体现。 法
国队和比利时队中的球星是不
是欧洲人？ 从公民意义上来说
当然是，所以，欧洲已经不是传
统意义的欧洲了。 这是欧洲进

反移民政党选择党议员在国会
就说，基民盟和基社盟中的“基
督教”应该是“麻烦”（首字母都
是 C)。 作为基督教政党但是远离
了基督，这是反对党攻击默克尔
的主要理由，其实也是欧洲在当
下面临的最主要的身份危机的
挑战。
世界杯也好， 欧洲杯也罢，
它的活力与欧洲的市场化及开
放性是分不开的，欧洲的足球联

欧洲，这是最近一年多来欧洲政
策的重大转变。
反移民、反难民的政策变成
了主流， 甚至成为政治正确，就
像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欧盟
核心成员国也在转向。 建立在公
民权基础上的欧盟一体化，不仅
遭遇了“多速”欧洲的挑战，还有
“多样”欧洲的裂痕。 是继续之前
的欧洲一体化的逻辑，还是回到
原点，默克尔的弱势与困境似乎

和意大利的难民路线被关闭了，
伊比利亚半岛又成为主要的入
口，可以看到难民进入欧洲的路
线正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这是
欧洲的地缘宿命。
难民对欧洲来说已经是安
全的问题， 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世界杯上的
竞技。 基于欧洲原有身份之上的
一体化之路到了一个拐点，是靠
更市场化、更开放的方式将欧洲

步和发展的动力，比如足球。 可
能欧洲世界之外的国家的足球
也在进步，但是还是存在着“代
差”。 当然，也因为欧洲含义的
多样化， 欧洲也面临着各种各
样的挑战。
德国队是卫冕冠军，但是在

赛以及豪门俱乐部的实力不逊
于一支国家队，全世界最优秀的
足球运动员都希望自己可以到
欧洲豪门俱乐部效力。 与此同
时，欧洲的国家队中也不是以基
督徒作为门槛，反而是发挥了移
民后裔优良的身体素质。 现在欧

就是欧洲的踌躇，连续数日持续
到深夜的谈判，来自德国内外越
来越激烈的攻击，甚至要求下台
的呼声。
一个“紧缩”的欧洲越来越
明显，但是地中海没有将欧洲与
一个混乱的世界隔绝开来，意大

之外的世界也纳入其中，还是把
欧洲的大门关起来。 即便默克尔
下台， 欧洲也解决不了这个难
题，当然让默克尔郁闷的是不是
还有德国队提前回家呢？ 笔者一
位德国铁杆球迷说，德国队告诉
世界，没有永远的强队。

自由谈

用信息为融资解困
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
最广泛的基础， 其创造了全国

定向降准， 纳入央行抵押品范
围，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下
调再贷款利率， 减少融资附加
费，实行利息收入税收优惠等多
项举措。
在金融去杠杆大背景下，今
年 5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环
比大幅下降 51.24%，市场资金面
趋紧， 小微企业融资也随之收

文 / 骆振心

近年来， 为了缓解小微企
业的融资困境， 传统商业银行
经营模式进行了改进， 包括设
立担保机构、风险补偿，财政贴
息等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
仍有相当多的小微企业难以获
得贷款，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的问题还普遍存在。 据世界

新政治经济学

世界杯的隐喻与欧洲的踌躇
如果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人
放 下 眼 前 的“苟 且 ”， 那 就 是 世
界杯了。 世界杯是当下为数不
多可以赚钱的体育赛事， 因为
它的观众是世界性的。 世界杯
也是和平的战争， 它具备了战
争的要素， 在举世瞩目中进行
非常残酷的竞争与淘汰。 看看
进入八强的球队就知道， 这几
乎 是“欧 洲 的 内 战 ”， 冠 军 产 生
于欧洲球队也成为大概率事
件。 世界杯作为一种具有典型
意义的世界性竞争， 它已经超
过了体育本身的含义， 也因如
此，观看世界杯的不仅有球迷，
还 有“伪 球 迷 ”， 每 个 人 都 可 以
从中有所体悟。
世界杯的三十二强来自五
大洲， 这也体现了地域的平衡，
当然名额的分配并不是公平的，
或者说是另外一种公平。 欧洲的
名额多， 但到了淘汰赛的时候，
世界杯所体现出来的“寡头”性
质越明显。 这基本也是世界秩序
的运行逻辑，大国协调与大国责
任是联系在一起的。 也是因为如
此，世界杯到了淘汰赛阶段更具
有挑战性，当然，人们之所以看
这样的比赛，并不完全是喜欢某
个球星，更多的是世界杯就是一
个名利场，每一届世界杯都有巨
星的陨落，也有新星的崛起。 法
国的小将姆巴佩的偶像就是 C
罗，一场世界杯让这位不到二十
岁的小将成为举世瞩目的巨星。
这可能就是世界杯的魅力所在
吧，权力和荣耀的代际更迭就是
这么和平地完成了。 世界杯赛场

文 / 孙兴杰

作者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北大汇丰海上丝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上的这种代际更迭要简单得多，
也残忍得多，能够看到人类在其
他领域无法和平解决的问题，在
在这个赛场上却解决了。
有人研究战争的根源，最
终还是要归结到人性上面。 在
烦闷的生活中， 战争释放了人
性中具有破坏性的力量。 在世
界杯的赛场上，也是有组织、有
战略、有部署的竞技，尤其是在
淘汰赛，就是零和博弈，当然失
败只是另外一种表现形式，那
就是回家当观众。
当然，足球强国未必在其他
领域也是强国，反过来， 世界强
国也未必能够在世界杯上有一
席之地。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
说明“强国”其实是多个层面和

小组赛就回家了。 作为铁杆球迷
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似乎也没有
心情看球了。 第四任期艰难起
步，现在遭遇了执政联盟内部的
挑战， 作为基民盟的姊妹党，基
社党领导人、内政部长泽霍费尔
反对默克尔的移民政策，对于欧
盟峰会达成的妥协，在欧盟之外
建立“登陆平台”，对难民进行甄
别， 同时打击偷渡船只， 在欧洲
内部建立“安全中心”。 其实，默
克尔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改变

侧面的， 对世界的看法需要更
加多元化。 对于欧洲来说，虽然
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很多的麻
烦， 但是八强中有六支欧洲球
队，作为东道国，俄罗斯的表现
也超出预期。 英国和俄罗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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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工商发布海淀区投诉量较大的房地产中介机构
一、被披露经营者名单
主体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地址

投诉量（2018 年至今）

调解成功量（2018 年至今）

9111010856206986XM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38 号
（B 座）6 层 602 室

18 件

8件

北京兴源伟业房地产
北京市海淀区高里掌路 1 号
91110108MA00AQCL0X
经纪有限公司
院 23 号楼 3 层 315

12 件

1件

北京福牛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

二、 存在问题 1. 中介单方提前终

时间较长的大品牌房屋经纪公司，不要

止租赁合同，以各种理由不退押金和租

轻信不知名小公司低价租金或减免中

支付方式， 如中介推荐贷款分期租房，

金。 2. 使用网贷平台收取租金，以租户

介费等广告宣传的忽悠。 2. 签订房屋租

一定要慎重选择，理性考虑产生的成本

名义进行借款。3. 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房

赁合同前，务必要逐一核对合同中注明

和违约后果，不要轻易背负贷款。

屋现有情况交割单及水卡和燃气卡等

的房屋内各种设备的状况，尽量拍照留

材料。 4. 签订合同后，无法提供租房服

存证据。 3.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一定

务，押金不退或拖延。5. 合同期满后，以

要到房屋中介的办公场所签约，并核对

房屋设备损坏克扣押金或不退押金。

营业执照的住所是否与签约地一致，如

三、消费提示 1. 有房屋租赁需求

果不在住所经营的，签约要谨慎。 4. 签

时，尽量选择规模较大的、连锁的、经营

订房屋租赁合同时，要仔细看清合同条

款，一定要注意租金标准、租期和租金

红盾之窗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