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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近日 ，一篇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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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章刷屏。文
中写道，房东算了一笔账 ：申报租
金个税抵扣，租客能省下一笔房租
费，自己却要多纳税。此消息一出，
房东和租客均表示不安，房东担心
缴税，租客忧虑因此房租上涨。

显然，一些似是而非的不实传
言，透支了个税“红包”的好意 。其
实，对此类传言，大可不必反应过
度。一来，房东对“租房税 ”的计税
方法不准确；二来 ，从目前的报道
看，对于类似担忧相关方面已经注
意到并正在研究，是否让房东补税

暂无明确口径。
虽说房东出租房屋，纳税是必

须的。但由于市场信息不透明等因
素，长期以来个人房屋出租处于或
明或暗的灰色地带 ，未备案 、未缴
税现象大量存在。 填报个税抵扣，
房东担心因暴露租金收入而被征
税，租客担心虽得到了个税实惠却
因多交房租而空欢喜一场。正是这
些属于“各自考量 ”的诉求提醒我
们，“个税抵扣”实施细则尚有需要
完善之处。

对 于 我 国 税 收 征 管 制 度 而
言，个税抵扣是全新的探索 ，社会
各界理应给相关部门一点时间 。
这次个税改革难度大 、时间紧 、任
务重 ， 相关部门已经竭尽全力做

了很多准备工作 。去年12月22日 ，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
办法》正式亮相。相对于此前的征
求意见稿 ， 专项扣除的许多细节
都有微调。从今年1月1日起 ，对于
实操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 如网
上出现山寨个税APP， 极少数公
民申报个税发现 “被入职 ” 等情
况，税务部门也一直在做规范 、宣
传普及工作。特别是 ，这次个税改
革基于“互联网+”的大背景，税务
端、扣缴单位端、纳税人手机端和
网页端之间的数据交换 ， 牵扯方
面多 、场景极其复杂 ，税务 、财务
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 为此已投入
了大量时间、精力。

我们常说 ，发展出题目 ，改革

做文章 。 个税改革路上出现各种
新情况 、新问题 ，并不可怕 。正视
问题并尽早解决问题 ， 正好是提
升治税能力和水平的过程 。 对公
民来讲，也是一次更好了解 、认知
纳税权利和义务的好机会 。 而这
本身恰好是社会治理能力和公共
生活的进步。

当下， 减税降费是主旋律，既
能减轻老百姓的税负，又裨益国内
市场建设，更是对 “通过奋斗实现
人生出彩 ” 的社会主流价值的助
力。别让一些不实的猜测消解了政
策红包的好意 。静下心来 ，配合有
关部门搞好工作，让这份人人都能
有获得感的改革红利尽早落地，这
才是公民应有的姿态。

毛建国

1月8日上午，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共评选出
278个获奖项目，7名科技专家获奖，其
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中国
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
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除了获奖的科学家和他们的获奖
成果引人关注，这届国家科技奖奖金的
变化也吸引了不少眼球。这种变化主要
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奖金大大提高了，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额度由设立
之初的500万元/人调整为800万元/人，
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奖金额度也同
步提高50%；二是奖金分配结构进行了
调整， 此次奖金全部由获奖者个人支
配。

从1999年至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设立已快20年。当时规定，500万元奖
金按“50万元属获奖人个人所得、450万
元用作科研经费”进行分配。这个标准
对于过去而言是合理的。但是，时代已
发生深刻变化，就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和国民收入水平而言，对这项国家
级大奖做出适当调整着实必要。放眼世
界，将奖金全部授予获奖人个人，也是
国际知名科技奖励的普遍做法。

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领域
核心技术的竞争，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
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 核心技术等不
来、喊不来，也不可能化缘得来的，只有
自力更生这一条路。核心技术的核心是
人， 如果不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科技、尊
重科学家的氛围，那就很难在核心技术
上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

科学家是国家脊梁，更应当是时代
偶像。因此，给予科研工作者有尊严的
收入，让他们安心地在科研道路上前行
十分重要。特别是那些默默耕耘在科技
一线， 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就应该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享受到荣
光。

事实上，很多科学家未必在乎这些
身外之物。比如这次获得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的钱七虎院士，他很少考虑个人
得失，把名利看得很淡。据了解，获奖排
名的时候，钱七虎院士不让自己排在首
位， 有的评比根本不让排自己的名字，
这样的科学家让人发自内心地敬佩。

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关注度，已经远
远超出了科技界。国家科学技术奖发生
的一切， 都会在全社会发生涟漪效应。
这次奖金调整，对于崇尚科学、努力营
造科技创新的良好生态将具有极大的
导向意义。何淼玲

最近，山东济南市槐荫区一名
叫张长坡的城管中队长因贪污、受
贿获刑。这个“小官”之所以受到关
注，主要因为他是“造假干部”。

张长坡真名安景刚， 从1999年
起冒用张长坡身份升学、 就业、生
活 ，直至案发 。长达20年的时间跨
度，这个“李鬼”式干部竟然安然无
事 ， 只是因为贪污受贿而带出其
“造假干部”的真面目。这一案件也
再次敲响“监管缺失”这记警钟。

按常理，20年里， 不管是升学、
就业 、入党 、提拔 ，还是日常生活 ，
面对多个环节的层层审查与把关，
这个 “李鬼 ”暴露的几率是非常大
的 ，可他偏偏能以假乱真 、弄假成
真 。这并非 “李鬼 ”道行有多高 ，而
是监管不力乃至缺失所致。在20年
漫长过程中，只要随便哪一个环节
进行认真核实，将“李鬼”打出原形
是分分钟的事 。遗憾的是 ，这么多
把关人一一签字、盖章，一路放行。
如果不是案发，这个安景刚还会一
直“张长坡”下去。

监管制度就像一张防护网，其
设立初衷就是为了监督、 审查、核

对、把关，需要监管人擦亮眼睛、打
起十二分精神去履职，如果迷迷糊
糊、敷衍塞责，监管就会流于形式、
形同虚设。层层防护网不仅拦不住
安景刚这种“小鱼”，而且还会网洞
大开 、“吞舟是漏 ”，让不法 “大鱼 ”
一路过关斩将、尽情畅游。“五假干
部 ”卢恩光 ，年龄 、入党资料 、任职
经历、 学历、 家庭状况全部造假；
“造假骗官干部”、共青团石家庄市
委原副书记王亚丽“除了性别是真
的，其他都是假的”；重庆市平安技
术职业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杜
晓阳篡改、伪造团体档案材料多达
32处，肆意妄为，触目惊心。他们之
所以能瞒天过海 、暗度陈仓 ，监管
环节耳聋眼瞎 、失职失察 ，恐怕难
辞其咎。

有道是，假的真不了。这些“造
假干部 ”， 虽然最终受到追究 、惩
罚 ，但其害甚大 ，不仅影响党的先
进性 、纯洁性 ，还严重破坏党的形
象，污染政治生态。

看来， 要使监管真正落到实处，
除了对监管不力者严肃追责外，还需
要倡导“绣花功夫”“工匠精神”，才不
会“牛栏关猫”“监而不管”，也才能织
密、织牢监管防护网。

杨玉龙

1月7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和北京市司法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北京法院诉讼服务” 微信公众号正式
上线“微律师”服务平台。

互联网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法治
新常态下，司法服务也理应跟上时代的
步伐，“微律师”服务平台可以说是“司
法服务+互联网” 的又一创新之举。它
不仅能借助互联网技术提档升级便民
诉讼服务，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提升诉讼
活动效率、优化营商环境、为当事人和
律师提供便利。

据了解，“微律师” 平台不仅特点突
出，而且优势多多。首先，它的登录方式
更加便捷，在人脸识别、人身验证等安全
措施的基础上， 律师可以选择普通身份
认证等途径登录。其次，服务内容更加多
元，具有5大类20余项专属多元的诉讼服
务。 从优势角度来看， 该平台新加入了
“案件庭审视频查看”“案件裁判文书阅

读”“证据交换”“开庭信息查询和提醒”
等功能，同时进一步升级了“微信送达”
功能，为律师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精
准的一站式诉讼服务。

“微律师”平台通过互联网与法院
内网无缝对接，安全的数据交换及系统
间一体化整合等信息化支撑，推行“互
联网+电子诉讼”新模式。于律师而言，
无异于如虎添翼，为参与诉讼和办理案
件提供了一条“绿色通道”，免去了排队
之苦、等候之累。同时，法院“微律师”平
台也改善了律师执业环境。

当然，最为根本的是，其让众多的
老百姓得到了惠利。不仅有助于加速与
普通老百姓相关案件的诉讼效率，降低
时间和经济成本；而且，对于相关企业
而言，也是大有裨益，可以极大优化区
域营商环境。

事实上，随着信息化技术日新月异
的蓬勃发展，实现司法为民便民，就需
要多些这样的创新之举， 也期待法院
“微律师”平台能够推而广之。

近日，有网民曝光北京一
辆黑色小客车故意不避让正
在运送病人救护车的行为。目
前，当地交管部门已经对涉事
车主作出处罚。

社 会 车 辆 尤 其 是 私 家
车 ， 主动为救护车和其他执
行 紧 急 任 务 的 特 种 车 辆 让
行 ， 既是最基本的行车常识
和驾驶道德 ， 更是对交通法
规的遵守 。

然而 ，现实生活中 ，救护
车并未能完全享受到法律赐
予的 “特权 ”。究其原因 ，与少
数驾驶员缺乏敬畏意识以及
相关处罚标准过低有关系。

基于此，执法部门要加大
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
真正做到“有违必罚”，倒逼驾
驶员文明驾驶，体现出对生命
最起码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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