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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2018，迎来2019。
新的一年，个税改革红利
进一步释放，更多贫困人
口将实现脱贫，生娃、入
托、上学、用药等方方面面
都将发生深刻变化。2019，
哪些民生新获得将改变你
我生活？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可

以申报了

包括子女教育、继续
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
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
等6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
加扣除政策于2019年1月1
日起实施。纳税人可以按
规定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信
息，进一步享受个税改革
红利了。

据介绍，纳税人的填
报方式有四种：按照各地
税务局公告的渠道下载手
机APP“个人所得税”并填
写；登录各省区市电子税
务局网站填写；填写电子
信息表；填写纸质信息表。
电子和纸质信息表都可以
在各省区市税务局网站下
载。其中，选择在扣缴单位
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可

以直接将纸质或者电子表
提交给扣缴单位财务或者
人力资源部门，也可以通
过手机APP或互联网WEB
网页填写后选择推送给扣
缴单位。

由国家税务总局开发
的个人所得税APP软件已
于近期上线，其中专项附
加扣除信息填报功能2018
年12月31日正式上线使
用。

1000万左右贫困人口

脱贫

2019年，我国将进一
步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特
殊贫困群体和影响“两不
愁三保障”的突出问题，确
保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000万左右。
随着脱贫攻坚持续发

力，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
件明显改善，但依然面临
不少困难和挑战。饮水安
全、义务教育阶段孩子辍
学、仍有少量贫困群众没
有参加医保、危房改造存
量任务较多……这些都需
要进一步核准底数，研究
对策，统筹解决。

2019 年我国将做好
“三区三州”和199个深度
贫困县脱贫攻坚。大力解
决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通过确保真
脱贫、保持政策稳定、建立
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等措施
防止返贫。可以预期，通过
各方共同努力，贫困地区
条件将进一步改善，贫困

群众的收入和获得感将进
一步提升。

“无痛分娩”不再遥远

2019年，分娩镇痛试
点将在全国开展。

在疼痛指数中，分娩
疼痛仅次于烧灼伤痛，居
第二位。让无数女性为之
身心俱疲，甚至让不少产
妇痛不欲“生”。然而，作为
减轻分娩疼痛的有效手
段，分娩镇痛在我国的实
施比例却不足10%。

满足越来越多的孕产
妇无痛分娩需求，更是“全
面二孩”时代的题中应有
之义。新政策将帮助更多
家庭减轻痛苦，让新生命
的到来满载甜蜜。

规范小区配套幼儿园

建设使用

不少小区入住多年，
承诺中的配套幼儿园却迟
迟不见踪影。《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
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
规定，2019年6月底前，各省
（区、市）要制定小区配套
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配
套幼儿园由当地政府统筹
安排，办成公办园或委托
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
办成营利性幼儿园。对存
在配套幼儿园缓建、缩建、
停建、不建和建而不交等
问题的，在整改到位之前，
不得办理竣工验收。

“部编本”将覆盖义务

教育阶段

2017年9月起，全国义
务教育阶段公立中小学初
始年级的语文、历史、道德
与法治3个科目启用教育
部统编教材。到2019年，

“部编本”将覆盖义务教育
阶段所有年级。

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

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是贯穿
三科教材编写的原则。在新
的统编语文教材里倾听民
族心灵的声音；历史新教材
以史实为基奠，为每一位学
生建立起国家认知；道德与
法治新教材着重培养学生
树立法治意识、公民意识。

多种抗癌药和罕见病

药原料实行零关税

2019年进出口暂定税
率等调整方案明确，自2019
年1月1日起，我国对706项
商品实施进口暂定税率，对
94项能源资源产业商品不
再征收出口关税。其中药品
原料方面包括多种抗癌药
原料和罕见病药原料，2019
年暂定税率均为零。

2018年5月1日，我国已
取消包括抗癌药在内的28
项药品进口关税。调整后，
除安宫牛黄丸等我国特产
药品、部分生物碱类药品等
少数品种外，绝大多数进口
药品，特别是有实际进口的
抗癌药均将实现零关税。

未来，药品价格将更
趋于合理，切实减轻百姓
用药负担。

在我国电子商务规模
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广受
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子商务法》1日正式实
施。从快速发展到规范提
升，电子商务法的颁布实
施，将使得电子商务领域
真正实现有法可依。

有序竞争是好事

从表决通过到正式实
施，电子商务法一直备受
各方关注。平台责任如何
界定？虽然一系列问题有
待法律实施后相关职能部
门一一落实，但包括个人
代购、网店经营者、电商平
台等各方主体已开始拥抱
变化。

国内许多网店店主都
已主动采取应对措施。位
于重庆的一家有机护肤
品全球购网店负责人刘
潼表示，她的店铺已在平
台公示执照。“电子商务
法实施后，店铺或许会增

加一些成本。”但她相信
积累的客源和信誉，“即
使成本有所上升，但从长
远看，市场规范、有序竞
争是好事。”

另一些没有执照的网
店经营者则开始集中申
请。在杭州未来科技城“淘
宝小镇”，试运行不过3天，
在线申请发放电子营业执
照的数量已突破2000份。
相关工作人员认为，随着
法规实施，申请将继续保
持热度。

与此同时，相关平台
也已开始适应变化。记者
1日查询淘宝网规则页面
时发现，淘宝官方已发布
了针对新法的操作指南
（预告篇）。阿里方面表
示，后续淘宝还会陆续出
台实操篇对商家进行引
导。

电商平台蘑菇街表
示，针对电子商务法已组
织了三轮商家宣导，帮助
商家了解新的法律法规。

进入规范发展新阶段

近年来我国电商市场
规模不断扩大，见证了消
费端持续爆发的强劲活
力。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CNNIC)的数据，
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络
购物用户规模达到5.69亿。

与此同时，从国内淘
宝到跨境电商、从平台电
商到社交电商，电子商务
业已成为商业模式多样、
细分门类众多、技术创新
活跃的领域。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教师王云霞表示，电子商
务法的出台在电商蓬勃发
展的背景下，对促进电子
商务持续健康发展，鼓励
创新竞争、加强消费者权
益保护等方面都具有重要
的积极意义。同时，针对

“默认勾选”“删除差评”
“大数据杀熟”等百姓网购
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
行了明确规定，将规范电

商发展。
强制捆绑搭售、退还

押金困难、微商假货横行
投诉无门……面对目前电
子商务领域暴露出的许多
具体问题，电子商务法不
失为一剂“对症良药”。

杭州互联网法院副院
长倪德锋表示，电子商务
法的颁布实施从一个侧面
表明了电子商务领域从快
速发展向规范化发展的转
变。它的实施可以解决一
些案件的司法“困境”。

倪德锋表示，例如此
前取证难的问题，一些不
利于平台的证据，平台会
宣称已经删除，但现在电
子商务法明确要求保留相
关数据三年。又如关于经
营主体的规定，可以解决
一些网店店铺虚挂登记人
让消费者维权难的问题。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
律师游云庭认为，随着电
子商务法的实施，它对中
小商家的主体身份、平台

的责任、技术规范等方面
的规定，将对规范行业发
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需在实践中完善细则

部分法律人士和专家
表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
实施。电子商务法是进一
步规范电商发展迈出的重
要一步，未来仍需要执法、
司法部门以良法促善治。

王云霞表示，电子商
务法在实施后，仍需要关
注和反垄断法、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衔
接，比如电商平台强迫商
家“二选一”以及强制搭售
等行为的处罚上。

此外，由于涉及电子
商务领域，包括数据交换、
证据固定等技术问题也需
要进一步优化。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薛军举例介绍，例如电子
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平

台经营者应当要求申请进
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
服务的经营者提交其身
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
许可等真实信息，进行核
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
并定期核验更新。未来进
一步提升审查能力，确保
提供证件是真实的、可验
证的就需要信息的顺畅交
换。将来国家相关部门通
过开放相关数据，能够让
平台经营者进行交叉验
证，可以确保将虚假文件
审核出来。

倪德锋认为，面对电
子商务领域纷繁复杂的业
态、技术创新的活力，电子
商务法实际上在鼓励自由
创新和维护规范有序之间
寻求了平衡。法律实施后，
很多具体问题需要司法权
威判决，发挥案例的指导
作用，以案例为网上行为
法律边界提供行为指引、
价值导向，让电子商务从
业者有更多参考。

电商法实施：代购微商迎来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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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哪些民生新获得将改变你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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