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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完全手册

指南针
照片是一种记忆，也是一幅幅

写实的历史画卷；既是人类文明与
进步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民
族文化艺术的组成部分——它不仅
具体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
活水平，而且体现了人们思想意识
和审美观念的变化和升华，记录着
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
步。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人经历
了从照相馆里坐在布景前拘谨地摆
拍，到如今随时随地恣意地自拍；从
使用胶片相机“咔嚓”，到如今像素
直追专业相机的智能手机的普及
……拍照，已经成为随时随地的随
意之举，人们用照片记录生活、传递
信息、表达自我，定格一幕幕难忘的
瞬间。

日前，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发布
消息称，呼和浩特市将于7月启用
网吧“电子身份证”，这意味着市民
不用带身份证，“扫脸”就能在网吧
上网。呼和浩特亦是内蒙古第一个
启用网吧“电子身份证”的城市。

据介绍，呼和浩特市有350余
家网吧，不少网吧存在冒用、盗用身
份信息上网现象，“实名制”管理流
于形式。

今年5月开始，呼和浩特市公
安局网安支队会同科信支队开展网
吧“电子身份证实名核查管理”系统
安装工作。截至6月底，已经完成
网吧计费系统升级、“电子身份证”
系统接口对接以及网吧客户端安装
调试等工作。

据介绍，所谓“电子身份证”，就
是网民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扫描二维
码下载“网证 CTID”小程序，然后
以用户姓名、身份证信息、活体人像
进行实名认证注册。通过人像比
对、声音识别等技术，扫一下脸（二
维码）自动与公安部数据库里真实
的身份信息进行比对，能够杜绝不
实名登记、使用公用身份证等情况。

7月起，呼和浩特市的网吧将
在传统“卡式”身份证登记管理模式
的基础上，全面启用“电子身份证实
名登记”上网功能。 （新华网）

呼和浩特：
网吧开始“扫脸”上网

转眼间，2018年即将过半，在7月里，有一
大波关乎你钱包的新政袭来：进口日用消费品
关税的降低，流量“漫游”费的取消等等，下面
看看还有哪些新政呢？

企业职工养老金实行中央调剂制度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决定建
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自2018年 7
月 1日起实施。在现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省级统筹基础上，建立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
金，对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度调剂，确
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施基金中央调
剂制度，不会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不会影
响退休人员的待遇。一是不提高企业和职工
个人缴费比例。建立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主要
是在省际之间调剂基金余缺，全国养老保险基
金当期收支总量没有发生变化，企业和职工个
人不需要额外多缴费，不会增加社会整体负
担。二是不改变现行的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和
调整办法，不会影响离退休人员个人待遇。有
的省份，上解的资金额大于得到的拨付资金
额，这些省份普遍养老负担相对较轻，基金支
撑能力较强，调剂后不会因此影响当期养老金
按时足额发放。有的省份，得到的拨付资金额
大于上解的资金额，通过调剂能够适当缓解基
金支付压力，能够更好地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
足额发放。

社保缴费基数调整
全国多地陆续公布了2018年社保缴费基

数，以北京为例，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的职工缴费基数下限按照北京市2017年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40%，最低不低于3387元，较之
去年上涨305元；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生育保险的职工，缴费基数下限按照本市
2017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最低不低于
5080元，较之去年上涨456元。

社保缴费是与参保者退休后的待遇相关
的，只有达到了一定的缴费水平，才能达到较
好的待遇水平，如果缴费水平过低，则其养老
金水平仍然较低。也就是说，缴费水平要随着
平均工资的提高而提高，未来的待遇水平也会
跟着提高。

进口日用消费品更便宜

经国务院批准，自2018年7月1日起，降
低部分日用消费品的最惠国税率，涉及1449
个税目，平均税率由15.7%降为6.9%，平均降
幅55.9%。将服装鞋帽、厨房和体育健身用品
等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15.9%降至7.1%；将洗
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20.5%降至8%；将养殖类、捕捞类水产品和矿
泉水等加工食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从15.2%
降至6.9%；将洗涤用品和护肤、美发等化妆品
及部分医药健康类产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8.4%降至2.9%。

科技人员个税优惠将“到账”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科技部联合发布

《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
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明确自2018
年7月1日起，依法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研究
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根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规定，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给予科
技人员的现金奖励，可减按50%计入科技人员
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优惠
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
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将创投和天使税收优惠政策，即创业
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向种子期、初创期
科技型企业，按投资额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的优惠政策，由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地区和
苏州工业园区试点推广到全国范围内实施。

这份《通知》明确，天使投资个人所得税政
策自2018年7月1日起执行，其他各项政策自
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执行日期前2年内发
生的投资，在执行日期后投资满2年，且符合规
定条件的，可以适用上述税收政策。（新华网）

7月一大波新政
关乎你的“钱包”

□李志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透
露，被称为“最严燃油车产业政策”
的新版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开始
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文件内容，未
来新建独立燃油车项目将被禁止，
现有燃油车产能扩大也将要满足更
加高标准的要求。同时，对新能源
汽车产业准入门槛也将提高，从制
度上杜绝“PPT造车”的现象再度发
生。

根据文件要求，新建独立燃油
车整车企业将被禁止，而现有汽车
企业扩大燃油汽车生产能力也要同
时满足上两个年度汽车产能利用率
均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上两个年
度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比均高于全行
业平均水平等四个条件。

同时，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准入
门槛也大幅提高。要求新建的独立
纯电动汽车企业项目要有纯电动汽
车持续开发能力，纯电动乘用车建
设规模不低于10万辆，纯电动商用
车不低于5000辆。文件还对新能
源汽车新建项目的选址提出新的要
求，要求选址的省份的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不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
能存在同产品类别新能源汽车僵尸
资质，并要求在该省份内的同类别
新建纯电动汽车企业产量要达到建
设规模的80%以上。

专家表示，新的汽车投资管理
规定对新能源汽车的针对性很强。
例如对技术能力、建设规模等的要
求，将从制度上杜绝“PPT造车”现
象。对新能源汽车企业主要股东提
出的标准，则有助于防范新能源汽
车项目成为一个单纯的资本游戏，
推进健康有效的新能源汽车项目真
正落地。

最严燃油车产业
政策要来了

纯粹消费

□本报记者 院秀琴

拍照设备的变迁：
从胶片相机到智能手机

今年6月28日，呼和浩特市黄锡川
小朋友收到了一家专业孕婴童摄影机构
送货上门的1周岁生日照，他一边翻看
着影集，一边不时地俯下身亲吻照片中
的自己，憨态可掬的模样引得全家人哄
堂大笑。黄锡川的姥姥李荣把外孙的照
片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夸“拍得真好！”

时光倒退40年，李荣第一次拍照片
是1979年上初一时。“我们准备升初二，
全班拍了一张集体照，那是我第一次照
相，黑白照，现在连照片都找不见了。我
这辈子都没像外孙子那样正儿八经拍过
一套写真照片，我们年轻时候这种写真
叫‘明星像’。那时候的相册也不是现在
这样的，是插页式的，把照片插到塑料薄
膜袋里。”李荣告诉记者，即便是1989年
结婚时，她也只是穿了件照相馆的婚纱
裙和丈夫简单地拍了张合影。“结婚时候
只留下一张7寸照片，这次是彩色的，原
本送了底片的，可以冲洗成照片，可是太
难保存了，不能有划痕，最后藏着藏着藏
丢了！”李荣说。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拍照只能去
照相馆，一张2寸的黑白照片，是不少
人几年才能拍上一次的“奢侈品”。“我
用的第一台照相机是海鸥120，一卷胶
卷只能拍12张，后来又换了海鸥135，
一卷胶卷能拍32张。”在乌兰察布市
开了36年照相馆的摄影师栗贵平向
记者展示他珍藏的宝贝。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照相技术有了
突破性进展，人们的照片进入了色彩缤
纷的时代，几乎从那个时候开始，傻瓜
相机也开始出现在一些普通家庭里。

“1990年，我女儿出生，我们单位一位
同事家有一台傻瓜机，他来我家给我女
儿拍了一张百岁纪念照。”李荣说。

进入21世纪，大头贴在内蒙古的
年轻人当中悄然流行起来。“2005年，
我初中毕业，当时我们流行邀请同学给
自己写毕业赠言，赠言下面都贴一张大
头贴。我们一放学就三五成群地去大
头贴机前摆姿势，拍好了立刻就能打印
出来，撕掉背后的隔离纸，一粘就行了，
特方便。”鄂尔多斯市民崔娜告诉记者。

随着内蒙古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
入水平的提高，各式各样的家庭用照
相机日见增多。“2008年，我高考完爸
妈带我去西安旅游，出发前买了一台
索尼数码相机，之后都不扩印照片了，
放在电脑里看。”崔娜说。

如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
像素越来越高，人们出游渐渐舍弃了笨
重的相机，用手机拍出了精美的照片。
雅虎旗下图片分享网站Flickr 发布的
报告显示，2017年上传的照片中，用手

机拍摄的占50%。而数码单反机只有
33%，一体式的便摄数码相机则成为手
机崛起的输家，份额由2016年的21%
下跌至2017年的12%。

与此同时，昔日的“照相馆”已经
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名称改变为影楼、
摄影工作室、摄影城的照相馆，更像是
在进行一种艺术创作，来满足普通人
的“明星梦”。

拍照取景的变迁：
从背景布到户外实景

改革开放初期，照相馆是内蒙古人
拍照的主要场所，那时的人们不能像现
在一样轻松地去往全国各地，照相馆就
会准备各种布景道具，让人们能够“穿
越”到向往的地方，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
感觉。于是，印有天安门、天坛祈年殿、
北海公园白塔、中式园林建筑等图像的
背景布成为各个照相馆的必备布景。

“我们年轻时候照相馆最常见的背
景就是一抹色儿的幕布和天安门幕布，
虽然很少有人真的去过北京天安门，但
是几乎人人都有一张和天安门的合影，
哈哈，照相馆专拍这个！”今年已经70
岁的乌兰察布市民李桂和告诉记者。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彩色胶
片和彩色扩印技术在照相馆中逐渐普
及，内蒙古大地掀起了一股照相热潮，
自此，照相馆中的布景渐渐变得鲜艳、
活泼和新潮起来。印有欧式洋房、公
园、自然风光等图像的背景布成为流
行的布景样式，电视机、录音机等家用
电器也开始出现在照片的前景中。

进入21世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不少独生子女家庭都想记录下孩
子的成长瞬间，因此儿童摄影开始火爆
起来，成为当时照相馆收入的重要组成
部分。栗贵平回忆，2003年，他专门买
了好几款针对儿童的背景布，“有动物园
的，有童话世界里的小房子的，还有小汽
车的，根据不同孩子的年龄、性别选择不
同的布景进行拍摄。”栗贵平说。

另外每年过年的时候，栗贵平还
会在室外搭建冰雕，层层叠叠，砌成山
或者庭院的样子。“来来往往的人一般
都会拍一张全家福，一张10块，这种
冰雪奇缘的梦幻世界很吸引孩子，许
多孩子照了一张还要再照一张，舍不
得走。”栗贵平说。

如今，摄影城的布景大多以搭建实
景为主，比如图书角、卧室、花园等都还
原了真实的环境，木马、长颈鹿、小鸡公
仔、敞篷小汽车等道具一应俱全，这些
布景都有配套的服装与之相呼应。而
背景纸的颜色也有几十种，纯色系列、
水墨晕染系列、渐变色系列……应用于
一些需要低调、简单背景的拍摄场合。

“即便现在摄影棚里的布景这么
丰富，大家也还是都爱拍外景，公园、
商场、旅游区、海边都是顾客选择比较

多的室外拍摄场所，甚至不少顾客为
拍照专程出国取景，马尔代夫的海景、
北海道的雪景，都是比较流行的，在朋
友圈里晒出来也更有面子。”呼和浩特
市金色童年摄影城的工作人员杨洋告
诉记者，“现在人们都追求真实、自然
的感觉，喜欢在随意的环境下进行拍
摄，而棚内经过精心设计和摆布的拍
摄场景，虽然在光线布置、场景控制方
面有优势，但毕竟和实景拍摄有差距，
所以即使拍外景价格也比棚内拍贵很
多，也还是有很多人选择。”

拍照姿势的变迁：
从“严肃脸”到创意动作

改革开放之初，一度最流行的拍
照姿势是身着绿军装、蓝裤子，多数人
在镜头前摆出的POSE都是一副“严
肃脸”。而如今，不管是比“小心心”还
是大妈们景点照中扬丝巾，拍照姿势
的变化客观地体现了人们思想意识和
审美观念的变化和升华。

“除了和天安门合影，我们年轻时
候最流行的就是穿军装拍照。”李桂和
说，那时候人们拍照基本都比较严肃、
拘谨，微笑都很少。究其原因，李桂和
认为：“那个年代的人们都比较内敛，
感情都不会特别外露。”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牛仔裤和蛤蟆
镜在年轻一代中流行起来，他们拍照的
姿势也随着思想观念的解放而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叉腰、摸头等迪斯科舞蹈中的
动作被记录到了照片里。当年的时尚潮
人，如今的广场舞一哥吴国栋向记者展
示了他25岁时拍的照片，长发及肩，一
身牛仔装，左手将录音机举过肩头，右手
叉腰，潮范儿十足。“当年我把这张照片
拿回家，我爸很不高兴，端详了半天，说
了句‘像个痞子’。”吴国栋笑道。

进入21世纪，剪刀手、ok手势、拥
抱世界、鸭子嘴、吐舌卖萌、牙疼状、跳
起、小心心……各种各样的拍照POSE
随着人们拍照频率的增加而层出不
穷。近年来，自拍逐渐流行，一些年轻
人甚至找到了最佳自拍角度即45度角
俯拍，人们对于拍照的姿势，越来越追
求美和创意。“我每次出去玩儿之前都
会先搜索一下拍照POSE的攻略，如果
总是那几个动作，会显得很没有创意。”
鄂尔多斯市00后姑娘邸雅琪说。

从胶卷到数码，从背景布到外景，
从“严肃脸”到创意动作，拍照方式的
变化正是时代变迁的缩影。时代的发
展和技术的进步，让人们随时随地拍
摄，随时随地分享，让更多人通过照片
来感受生活中的点滴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