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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获得奖金
是否需缴纳个税

运动员在赛场上摘金夺银，随之而来
的是各种各样的奖励。不仅国家会对获
得奥运会奖牌的运动员发放奖金，各省
市县政府，往往也会对来自当地的运动员
给予不同额度的奖金。

据佳木斯政务公众号消息，2月 8日，
佳木斯市副市长聂影和市体育局领导一
行来到武大靖的家中，向武大靖的父母及
家人表示祝贺和慰问，并为他们送去了
10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金。2月 6日，中国
女足夺得亚洲杯冠军当晚，蒙牛乳业在官
方微博宣布：要强女足勇夺冠！蒙牛率先
千万现金奖励！

那么，问题来了：在为运动健儿们喝
彩、加油之余，大家都很好奇运动员获得
的奖金，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吗？企业给
予运动健儿们的奖励，能否税前扣除？对
此，国家税务总局进行了解答。

运动员获得奖励是否缴纳个税？
1.运动员获得省级以上奖金免征个人

所得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第四条，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
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
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免征个人所得税。

2.省级以下政府奖励，由支付单位扣
缴个人所得税

对于省级以下政府的奖励，按照《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的奖金收入征
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1998〕293号）的规定，个人因在各行各业
作出突出贡献而从省级以下人民政府及
其所属部门取得的一次性奖励收入，不
论其奖金来源于何处，均不属于税法所
规定的免税范畴，应按“偶然所得”项目
征收个人所得税，并由支付单位扣缴个人
所得税。

3.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参
赛运动员按现行法律法规征免个税

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
于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7〕60号）规定：对于
参赛运动员因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
会、测试赛比赛获得的奖金和其他奖赏收
入，按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征免
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企业给予运动健儿的奖励可否税
前扣除？

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
于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7〕60号），个人捐赠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测试赛的
资金和物资支出可在计算个人应纳税所
得额时予以全额扣除。

企业对运动员给予奖励，相当于企业
向个人实施了直接捐赠。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的规定，其
直接捐赠支出不得税前扣除。 （蔡岩红）

近期，全国各地都在开展“2022年春
风行动”。集中为返乡返岗农民工、因疫
情滞留的务工人员和脱贫人口、低收入
人口等重点帮扶对象以及有用工需求的
各类用人单位提供就业服务，实现“留岗
有关怀、就业有帮扶、用工有支持”。

目前，西安市各种线上招聘也在如
火如荼进行中。如正在进行的“迎春送

暖促就业，就业援助在西安”2022年高校
毕业生就业专场网络招聘会第二期招聘
活动，是西安市春节假期过后的首场线
上招聘会，计划组织500家本地及外地各
类有招聘需求的企业、事业单位，面向高
校毕业生提供各类岗位。

除了高校毕业生专场外，还有多场
线上招聘会供各类求职者选择。如 2月

10日举行的“2022年‘助力乡村振兴’西
安·苏州劳务协作网络视频招聘会”；于2
月 16日开始的“真情送岗暖民心 就业
援助见实效”西安市总工会春季大型网
络视频招聘会等。此外，西安市还将通
过西安市公共招聘网、猫头英云人才市
场、显摆网等平台举办14场网络招聘会，
求职者可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

多场线上招聘会供求职者选择

还有不少高校毕业生创业热情很
高，这得益于各项创业优惠政策。来自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
小杨就想在西安创业，为此他申请了

“西安乐业卡”。
据了解，只要有意愿在西安就业创

业的高校毕业生，均可申领“西安乐业
卡”及乐业补贴，根据个人就业阶段，每
人最高可累计申领乐业补贴 1000 元。
同时，补贴将以电子补贴券形式发放，涵
盖交通、通信、旅游、美食等。

此外，硕博人才在西安求职创业也

有补贴，符合条件的应届博士研究生和
符合西安市“6561”现代产业体系急需紧
缺岗位人才需求目录的应届硕士研究
生，均可申领硕博人才奖及硕博人才求
职创业生活补贴，而且企业吸纳硕博人
才就业还可以申请奖励。 （白圩珑）

高校毕业生在西安创业热情高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求职时，对职
业规划不清晰，简单地说就是不知道自
己能干什么样的工作，导致在面试的过
程中表现不自信，屡屡碰壁。”有多年人
力资源工作经验的王女士说，求职者尤
其是没有工作经验的毕业生在找工作

时，首先应该对自己有清楚的认知，先搞
清楚自己所学的专业或自身有哪种技能，
以自身的优势对自己的职业做出规划，有
方向性求职，求职成功率会高很多。

此外，面试时一定要表现出积极主
动。求职者可以通过网络提前了解自己

应聘公司的业务、产品、价格、卖点、用户
群体等信息。准备好自己在面试时可能
被问到的问题，这样在面试时不只是被
动回答面试官的提问，而是根据提前准
备好的内容主动阐述自己对应聘职位的
了解，这样更容易求职成功。

有清晰职业规划的求职者更容易找到工作

在目前的招聘求职旺季，哪些岗位
比较紧缺？据了解，技能人才依旧是大
多数用工单位的短缺岗位。此外，营销
岗位、生活服务类人员也是不少用工单
位的重点招聘对象。

有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技术进步和
产业调整，对于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越
来越大，但是受传统观念影响，不少人
在求学时，很少会选择技能类院校，由
此导致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但随着

职业教育改革，越来越多的人看准技能
型人才的发展道路，目前，高收入技工
已经越来越多。

生活服务人员也是不少用工单位
目前的重点招聘对象。在正在举行的
一场线上招聘会上，一家家政公司的招
聘人员表示，目前，保洁、家政服务员很
难招。业内人士称，按照目前的市场情
况来看，这类岗位的收入不算低，但依
旧难招到人的原因主要是岗位获得感

低。在不少求职者看来，这类岗位好似
“低人一等”，虽然收入不低，但是获得
感不足，所以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在这类
岗位上坚持下去。

招聘人员分析，营销岗位难招工的
原因主要是压力大，因为该岗位收入多
与从业人员销售量挂钩，这导致营销岗
位存在收入不稳定的缺点。此外，在销
售过程中，被人拒绝后的挫败感也是许
多新人难以坚持下去的原因之一。

营销生活服务及技能人才是招工热点

2022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我们将迎来 2021年
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为提升办税效率
和申报体验，防止汇算初期扎堆办理造成不便，今
年税务部门新提供预约办税服务，需要在 3月 1日至
3 月 15 日间办理年度汇算申报的纳税人，可通过手
机个人所得税 APP 提前预约办税。3 月 16 日以后，
无需预约即可办理。

年度汇算的时间范围是什么？纳税人何时可
以预约办税？

答：2021年度汇算的时间为 2022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期间跨度 4个月，全天候 24小时随时办理，纳税
人办税时间非常充裕，无需抢在前几天扎堆办理。

纳税人如需在3月1日至3月15日之间办理年度汇
算，可在 2月 16日至 3月 15日期间，每天早 6点至晚 22
点登录手机个人所得税APP进行预约。预约操作步骤
非常简便，有关功能将于2月16日上线。

纳税人想预约 3月 2日办理汇算，但没有预约
到，怎么办？

答：纳税人没有预约到 3月 2日办理汇算也无需着
急，可以选择其他日期进行预约，也可以不预约，3月16
日后直接登录手机个人所得税APP或网页端办理汇算
申报即可。如纳税人确有紧急情况，又没有预约到合适
日期，也可以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直接办理。

纳税人在3月 1日汇算期开始后才注意到可以
预约办税，此时再预约还来得及吗？

答：3月1日以后直到3月15日，纳税人仍然可以通
过手机个人所得税APP预约办税，选择未约满的任意
日期预约即可。当然，纳税人也可以不预约，3月 16日
后直接登录手机个人所得税APP或网页端办理汇算申报。

工作单位通知纳税人在4月上旬办理年度汇算，纳税人还需要预约吗？
答：为合理有序引导纳税人办理年度汇算，提升纳税人办理体验，税务部门会

分批分期通过单位通知纳税人在确定的时间段内办理，因此如果单位已通知纳税
人具体的办理时间，建议在相应时间段内办理，以便享受高质量的纳税服务。如
果纳税人确需在汇算初期（3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申报，也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
税 APP 预约办税。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西安迎来线上招聘求职热潮
营销生活服务及技能人才是招工热点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及疫情过后复工复产，又进入了招聘求职的旺季，受疫情影响，

目前西安市的各种招聘活动均在线上举行。笔者发现，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有清晰职业

规划的求职者更受用人单位青睐。此外，目前相当一部分高校毕业生创业热情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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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段承甫）2 月 9
日，宝鸡市举行 2022年春风
行动暨“助企惠民送温暖”线
上系列就业招聘活动。此次
活动以“春风送温暖 就业
送真情”为主题，从2月9日起
到3月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活动期间将举办线上线
下招聘活动26场次，采取“线
上搭台、线下送岗”的方式，
提供各类就业岗位 3 万余
个。依托宝鸡市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中心抖音平台开展
为期 50天的直播带岗活动，
求职人员可通过平台直面企
业人事主管，实现人岗匹配
的就业新模式。

据了解，今年宝鸡市坚
持把“春风行动”与“春暖农
民工”“就业援助月”等活动
相结合，推广“秦云就业”微
信小程序，开通“网上招聘超
市”，开展“就业小喇叭”“直
播带岗”活动，集中帮扶返乡
农民工、脱贫劳动力、退役军
人、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
业，架起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之间的“连心桥”。

活动期间，将为自主创
业人员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300 万元，为高校毕业生发
放就业见习补贴 11.52万元，
并为外出务工人员发放爱心
大礼包。

宝鸡“春风行动”促就业
本报讯（李宛嵘 张仕

博）日前，杨凌示范区人社
局发布消息：示范区将于 1
月 30 日至 3 月 31 日期间，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2022年

“春风行动”。
此次行动以“春风送温

暖 就业送真情”为主题，
着力为返乡返岗农民工，因
疫情滞留务工人员，脱贫人
口、低收入人口等重点帮扶
对象，以及有用工需求的各
类用人单位提供就业服务，
实现“留岗有关怀、就业有
帮扶、用工有支持”。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
式，组织区内企业和周边市

县有用工需求的单位举办
现场招聘活动，依托“秦云
就业”平台、线上招聘群、微
信公众号发布招聘岗位信
息，引导更多企业利用线上
平台开展用工招聘活动。

支持阶段性用工需求
量较大的企业与富余员工
较多企业开展用工余缺调
剂，实现正常生产经营。同
时，引导有序外出务工，推
介一批特色劳务品牌，对有
集中外出需求的，根据实际
情况和疫情防控要求提供
专车、专列、包机服务，组织
开展农民工返岗运输保障
服务。

杨凌线上线下送岗位

2月 10日 10时，在西安三府湾客运站，驾驶
员朱建强仔细检查着客车，为发车做准备工作。
他将驾驶客车由西安驶往甘肃平凉，这是今年他
从西安发出的首趟车。

受疫情影响，从 2021年 12月 22日起，西安
省际班线停运，朱建强和众多省际班线驾驶员一
样，都在盼望着能尽早恢复营运。

2月10日起，西安各客运站逐步恢复省际班
线运行，并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目前只恢复低风
险地区省际班线。

收到消息后，朱建强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在家等了50天，终于可以出车了！”他早就把车
审验完成，保险也办好了，客车也进行了全方位
消杀，等待着复工的这一刻。

当日8时，在江苏苏州工作的贾海燕乘坐火
车到达西安站后便赶往三府湾客运站，换乘客车
前往平凉看望家人。

“坐客车可以途经我家，更加方便。”贾海燕
说，上午的时间段没有从西安直达家乡的火车，
换乘火车费时间也比较麻烦，2月 9日在网上看

到西安恢复省际班线了，便选择乘坐客车。
每一趟省际客运班线发车前，三府湾客运站

的工作人员都会详细查验车辆以及乘车人员的
信息，并对乘客进行安全提醒。

“目前，三府湾客运站16条省际班线已恢复
运营。”西安三府湾客运站副站长高朴说，上海、
河南、山西、甘肃等方向的班线已开通。

当日，西安城北、城西、城南等客运站以及
陕西省西安汽车站的省际班线也正在逐步恢
复中。 实习记者 李旭东

“终于可以出车了”
——西安省际客运班线恢复运营首日见闻

2 月 9 日，在
同州沙漠景区，
渭南市大荔县公
安交警向驾驶山
地摩托车的游客
进行安全教育。

韩丽娜
唐婉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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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对于过期药物的正
确处理方式，多数人还不了解。2月 9日，记者
采访了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院长刘海静，她
呼吁建立规范化回收机制，做好相关处理。

“药品在治病的时候是药，不治病的时候就
可能有毒。”刘海静解释。如果将过期药物直接

丢弃，可能污染土地和水源，挥发性强的过期药
品甚至会成为过敏原。还有一些包装完整的过期药
品被不法分子回收后回流市场，从而造成危害。

对此，刘海静建议将过期药物根据不同
成分和性质进行处理，建立统一的规范化回
收机制，通过出台药品回收相关政策，做到

“集中回收、物理封闭、统一销毁”。
同时，选定零售药店作为定点回收单位，

放置“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箱”，统一登记、收集
处理。还可以推出过期药品“折价换新药”或
换取小礼品等活动，提高市民参与积极性，促
进药品安全社会共治。

建立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机制 谨防回流市场

迎春送岗 “职”等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