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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元旦刚过，很多人就已开始填报《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而最近两天，不少人
通过互联网反映， 在申报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
除时， 担心房东不配合， 会导致房东变相涨租
金；还有人担心自己的信息会不会泄露；近日集
中填报，会不会导致信息上传不畅？

针对这些热点问题，1月8日， 记者采访了
税务专家和律师。税务专家表示：这些担心没有
必要。

专项附加扣除和房租多少没
有关系

近日，一篇《房东跟租客说，你要是申报租
房抵扣个税，房子就不租给你了》的文章在网上
流传。文中称，如果租客拿房东的信息去申报个
税抵扣，税务部门就会通知房东去开发票，要房
东纳税。 而房东会通过抬高房租将这笔纳税支
出转嫁给租房者，从而导致租价上涨。

“专项附加扣除和房租多少没有直接关
系。”税务专家介绍，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
实施，是让更多的人享受减税红利，减轻税收负
担。 申报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的资料以租房
合同为准；若是和房东签了合同，需要填写房东
的姓名及纳税人识别号（即其身份证号），但不

涉及具体租金金额。同时，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
除的金额是定额的，而房租的多少，是由房屋租
赁市场根据市场行情决定的， 两者之间没有直
接关系， 税务部门不会借此掌握房东具体的租
金收入情况。

“个税征收将会越来越规范。”湖南万和联
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健表示， 此次个税改革的
目的是尽可能地释放税收红利， 但随着社会的
发展，社会信用体系也会越来越完善，以往隐瞒
不报，虚构事实、签订阴阳合同从而偷税漏税的
行为将会被严惩。

填报的个人信息不会泄露出去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要求纳税人如实填报专
项附加扣除信息。有网友因此担心：专项附加扣
除信息几乎涵盖了公民所有隐私，一旦泄露，后
果不堪设想。

对此，税务专家表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管
理按照国家相关保密规定执行， 有多道审核把
关流程，并建立了追责机制。信息一旦上传，就
处于保密状态，除了纳税人可查看自己信息外，
其他人都无法调阅。 如果税务部门要核查相关
信息，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查程序，在被赋予权限
之后，方可核查相关纳税人的信息，在多重保密
措施之下，确保个人信息不会外泄。

税务专家同时提醒纳税人， 专项附加扣除

信息一定要如实填报， 千万不要为了逃避纳税
而弄虚作假。 如， 一些高收入人群为了逃避纳
税，而故意将一部分收入填报他人名下。类似这
种行为，一旦查实，将会受到处罚，涉及违反税
收征管法等法律法规的，还会被依法进行处理。

4种方式确保上传渠道畅通

从1月1日起，纳税人可填报个人专项附加
扣除信息，如果大家同时填报信息上传，会不会
导致信息堵塞？

“4种方式确保上传渠道畅通。”税务专家
介绍，我省纳税人可通过提交纸质表格、电子模
板、下载个人所得税手机APP、登录湖南省电子
税务局网页端等4种方式， 报送个人专项附加
扣除信息。

据了解，为确保填报上传渠道畅通，我省税
务部门准备充分， 提前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
训；在办税大厅设立“专门窗口”，精选业务骨干
现场答疑办理；制定应急预案，针对可能出现的
堵点问题， 及时疏导； 对网络设备提前进行测
试，确保畅通。

目前， 我省下载个人所得税手机APP填报
的纳税人数量居全国前列。税务专家提醒，使用
手机APP填报信息时，不妨选择晚上或休息日，
错峰进行。从前几天的情况来看，我省报送个人
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线上线下均平稳运行。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岁末年初， 长沙市开福区的金色比
华利小区、盛世荷园小区，相继给全体业
主派发数百元的现金红包， 引得一批小
区前去考察取经。据悉，芙蓉区东成大厦
也将随后跟进，为业主派发红包福利。

为何这些小区能给全体业主“发红
包”？这是个别现象还是会形成趋势？

钱从哪里来

1月5日，周六。盛世荷园小区。许多
业主拿着房产证或购房合同等证件，前
往业主委员会领取红包。

小区业委会主任谢永辉说， 经过前
期公示， 此次为956户业主发放现金红
包，每户500元，总计47.8万元，款项来自
小区公共收益和相邻单位的占地赔偿
款。

小区公共收益账目公示， 主要来源
包括电梯广告收入、小区停车费收入、架
空层租赁收入等。 其中， 法院退诉讼费
10725元、 小区公共区域失物无人认领
充入公共收益700元等款项， 也有详细
记录。

金色比华利小区业委会2018年12
月底为业主发放年终福利， 总额190多
万元。按照房屋面积大小，每户业主最少
领取300元，最多可领取2000多元。

这些福利， 全部来自于金色比华利
小区结余公共收益和物业费。 该小区
2018年收支公示显示，公共收益和物业
费共计500多万元， 结余190多万元，支
出的每笔费用记录，都按季度公开。

东成大厦是业主自管小区， 整栋楼
的100多户业主，都是物业公司“自管”
后的股东。业委会主任谈俊介绍，利用公
共收益，不仅更新了大楼的公共设施，业
主还能定期分红。2018年初， 已对全体
业主按每户500元标准发放福利。今年1
月将继续发放福利， 每户发放标准提高
到880元。

厘清公共收益

金色比华利小区和东成大厦是业主
自管小区， 盛世荷园小区是物业包干制
小区，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由业委会牵
头，利用公共收益为业主谋福利。

长期以来， 业主和物业管理方矛盾
大、争议多，小区公共收益到底有多少、
究竟用在哪些方面，要么没有公示，要么
存在猫腻。

盛世荷园小区于2015年11月实施
了业委会换届， 次年通过招标更换了物
业公司。现任业委会主任谢永辉介绍，以
前的公共收益账目是负数， 以2013年8
月至2014年11月期间的报表为例，总收
入35.168万元， 总支出46.8739万元，合
计“-11.7059万元”；而且，支出款项中
还冒出了人工工资（9.7786万元）和水费

损失（17.5万元）这样的大宗开支。
东城大厦于1999年交付使用。由于

长期物业服务不到位，到了2014年大楼
已破烂不堪，各类设施设备亟待更新。然
而， 大楼最初归集的300多万元物业维
修基金已空空如也，15年的公共收益也
不知所终， 这才有了现在的业主自管模
式。现在，东城大厦公共收益账目公开透
明，截至2018年12月底，在完成新购置
中央空调等十大工程项目后， 公共收益
累计结余226万元。

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湖南省物业
管理条例》已明确规定：利用物业管理区
域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收益属于全体业主共有， 主要用于补充
专项维修资金； 也可按照业主大会的决
定， 用于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或者物业
管理方面的其他需要。

未经法定程序并签订委托合同，物
业服务企业不得利用业主共用部位、共
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 不得侵占或者擅
自使用、 处置业主共有财产和依法归业
主所有的收益。

着眼持续发展

小区给业主“发红包”并非近两年才
“一时兴起”。采访中，一些小区业委会成
员认为，此前看了岳麓区西子花苑、天心
区鑫天山水洲城、 星沙锦璨家园等小区
给业主“发红包” 的新闻报道后深受启
发，集体讨论后认为可学可行。盛世荷园
小区业委会委员杨小平说， 在认真学习
《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后，觉得可以利
用此事大加宣传， 唤醒更多小区业主重
视自身的合法权益。

也有业主提出担忧： 公共收益都这
样分发了， 会不会影响到小区今后的公
共设施维护保养。

对此， 盛世荷园小区业委会向业主
们作了说明：近两年来，利用公共收益对
小区进行了维修、提质，实施了入户大厅
翻新、道路硬化、供水和门禁系统更新、
恢复电梯原厂维保等工程， 让小区步入
良性发展轨道。除去此次发放，公共收益
账目上还有20多万元。

东成大厦的计划是，在2019年利用
公共收益对整栋楼的电梯、 入户大厅等
基础工程启动大改造后，每年再结余20
万元作为物业维修资金积累， 其余部分
则实施分红。

开福区望麓园街道荷花池社区主任
童文敏认为， 盛世荷园小区的做法值得
提倡，账目透明、取信业主、回报业主，是
小区的和谐共处之道， 也有利于构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长沙市政协委员、 长沙市物业管理
协会秘书长刘裕纯表示， 已留意到一些
小区给业主“发红包”的新闻报道，结合
已经实施的《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来
看， 物业小区保值增值和长期稳定也是
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黄钰）由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
与邵阳学院共同成立的湘窖生态酿酒产
业学院，今天在邵阳学院挂牌。

据了解， 该学院是目前我省第一所
以“酿酒”命名的高等院校，对培养湖南
酿酒产业的高端技术人才
和打造校企合作的创新创
业基地，具有重要意义。

湘窖生态酿酒产业学
院将充分利用湘窖酒业先
进的企业文化、 技术装备
和管理模式， 充分发挥邵
阳学院人才资源和科研平
台等优势， 共同精准培养
生态酿酒新人才 ,� 振兴湘
酒产业，促进中国酿酒技术
不断进步。

邵阳学院与湘窖酒业有30年的校
企合作历史， 双方探索出成功的校企合
作经验。30年来， 湘窖酒业先后成为邵
阳学院的实习、科研、就业和省级创新创
业的教育基地， 并共同组建湖南省工程
技术中心和邵阳市酿酒工程中心。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见习记者 赵志高 通
讯员 刘纯意 米晓君） 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辰州矿业”）近日传出喜讯，2018年
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15亿元，首次突破100亿

元大关，较上年增加约20亿元，成为怀化首家
百亿元企业。

辰州矿业是湖南黄金集团子公司， 位于沅
陵县官庄镇境内，具有140多年开采历史，是国

内黄金矿山开发十大企业之一， 也是世界锑矿
开发龙头企业和国内主要钨矿开采企业。2018
年，该公司加强技术与管理机制创新，并积极参
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生产经营实现跨越式发展。
其中,黄金产量突破35吨，创造了黄金产量新纪
录。

2018年底，辰州矿业历时5年、投资逾3亿
元建设的沃溪坑口千米竖井正式投产运行，为
矿山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济视野

为何这些小区
给全体业主“发红包”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陈孑琼）1月7日，“相互保” 公布
了第二批通过核查的互助申请，3名因意
外导致重伤的成员， 将分别得到由其他
成员共同承担的30万元大病互助金。

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底，“相互
保”及升级后的“相互宝”，总参与用户数
超过2700万，长沙的参与用户数全国排
第15位。

“相互保”是支付宝上的一项互助计
划，由支付宝的母公司蚂蚁金服推出。加
入后，如遇重大疾病，可享最高30万元
或10万元不等的互助金，费用由所有成

员分摊。2018年11月，“相互保” 升级为
网络互助计划“相互宝”。

据“相互宝”披露，长沙年青一代有
着较强的保障意识。参与“相互宝”的长
沙用户中，30岁以下的用户占到了
48.5%，超过了“上有老下有小”的80后；
80后占比为38.05%。另有13%的长沙用
户自己参与外， 也为子女报名获得一份
保障。

本次公示的这起案例在原“相互保”
中产生， 互助金也由原计划中720多万
成员分摊。对于所有参与者而言，每人仅
需分摊约0.14元，就能帮助3个家庭。

人均分摊约0.14元，可帮助3个家庭

“相互宝”长沙用户排全国第15位

企校携手培养生态酿酒新人才

湖南有了第一所酿酒产业学院

� � � �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会不会引发房东变相涨租金，填报的信
息会不会泄露出去，近日信息表集中上传渠道会不会拥堵———

这些担心没必要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李斌

1月6日， 绥宁县自来水公司副经理袁光
汉再次来到该县麻塘苗族瑶族乡三寨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杨函续家， 给老杨带去治脚病的
药。老杨开心地告诉袁光汉，他的脚病基本治
愈了。袁光汉听了如释重负，了却一块心病。

2017年6月17日，袁光汉初次下乡走访贫
困户，无意中见到了杨函续的双脚。那双脚从
脚肚到脚板都是粗糙、青黑的，上面有一层层
呈鱼鳞状的茧子，脚踝处裂纹很深，苍蝇时不
时去“亲近”那裂开的口子。杨函续似乎见惯

不怪，只是不时用手去抓挠、驱赶。
“这么严重的皮肤病，干吗不治疗？”袁光

汉惊问。“哎，家里穷，没办法。”老杨有些无奈
地说。

“这脚病有多长时间了？”袁光汉问。“快5
年了。”“不能再拖了，要赶紧治。”袁光汉说。
“没事，习惯了。”老杨说。

杨函续今年62岁，腿脚不便，而妻子患过
小儿麻痹症，基本丧失劳动能力。

“下次到县城来，记得打我电话，我陪你
去看看脚病。”离开时，袁光汉再三嘱咐老杨。

约一个月后，一天中午，袁光汉正在家里

午休，突然电话铃响了，是杨函续打来的，他说
他到了县城汽车北站。袁光汉立即赶过去，把他
接到一家医院的皮肤科。医生认真检查，认定老
杨患的是严重荨麻疹，为他开了药。为减轻老杨
的经济压力，袁光汉为他支付了医药费。

袁光汉惦记着老杨的病，每次扶贫走访，
他会先去老杨家看看。经过多轮治疗，老杨的
脚病有所好转。 袁光汉对老杨说：“还要继续
治疗，不能停药呀！下次我再想办法，帮你带
点特效药来。”

回到县城， 袁光汉开始留意朋友圈治脚
病的信息。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位老朋友向袁
光汉推荐了一种特效药。袁光汉马上买好药，
第二天下乡走访时带给老杨， 还亲自给老杨
喷药、擦药。

又经过一个多月治疗，老杨告诉袁光汉，
他的脚病基本治好了。

惦记贫困户那双脚
———绥宁县自来水公司副经理袁光汉的扶贫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胡江勇

1月4日， 天寒地冻。 在会同县若水镇集
镇， 该镇望东村61岁的脱贫户杨仁轩病愈出
院。因山路坡陡，其妻黄辉香担心摔着，便联
系了怀化市委宣传部驻望东村扶贫工作队长
李坚。

“有困难了，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他。”
提起李坚，黄辉香由衷地竖起大拇指。

3年前，杨仁轩夫妇的独子病逝。这让家
境贫寒的杨仁轩夫妇几乎对生活失去了信
心。

2017年初， 李坚第一次去杨仁轩家探望
他时，见房屋严重倾斜，决定首先帮杨仁轩申

请危房改造，让其老有所居。
杨仁轩申请危房改造,很快批准了。经过4

个月努力，一栋崭新的砖房建了起来。自此，
杨仁轩告别了居住60年的破旧房子。“我们哪
想到还能住上新房子。”杨仁轩说，他们本打
算过一天算一天。

脱贫摘帽还得靠产业。 李坚根据老人实
际， 趁势鼓励他们发展庭院经济， 并通过线
上、线下等手段助其销售。2018年，杨仁轩夫
妇种田养鸡酿酒，收入3800元。李坚还介绍杨
仁轩到村里的竹林务工。 此外， 根据相关政
策， 李坚为杨仁轩夫妇争取到低保金和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特别扶助金。2018年，杨仁轩一
家脱贫摘帽。

“李坚不仅关注他们的衣食住行，还关
心他们的精神世界。” 望东村党支部书记
刘陪华说。杨仁轩居住的望东村长冲界，曾
居住着十几户人家， 如今有些村民外出打
工，有些则搬出去住。李坚走访时，留意到
杨仁轩家中没有电视。2017年8月， 李坚和
扶贫工作队员筹资， 将一台32吋的彩电送
到杨仁轩家， 这成为他们了解外面世界的
“窗口”。

如今， 李坚每周都会抽时间去杨仁轩夫
妇家，跟他们聊天，帮忙喂下鸡，打扫卫生等。
有时候还会跟着杨仁轩上山帮忙砍竹子。即
使有事去不了，他也会打个电话嘘寒问暖。

“现在我们生活开销不愁。我失去了一个
儿子，却多了个亲人。”杨仁轩不善言辞，摸着
后脑壳说，“通过扶贫工作队员的热心帮扶，
我们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我失去了一个儿子，却多了个亲人”

怀化有了首家百亿元企业
辰州矿业去年实现销售收入115亿元

精准扶贫在三湘

1月8日，麻阳苗族自
治县长寿产业园建南机器
厂， 工人在加工自主研发
的智能电表电路板。 该厂
生产的各式智能电表、水
表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
自治区， 其自主研发生产
的出口智能电表更是俏销
东南亚、非洲等地。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滕珊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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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专项附加扣除：

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