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gbbjb2@163.com

综 合编辑：鲁 静 美编：胡健博 校对：古 月

2022年11月27日 星期日

版2

西安等36地
先行落地

如何购买？能减多少税？
权威部门和专家进行解答

银行产品已陆续上线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名
单，个人养老金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
都等36个城市或地区先行落地。

此前多家银行已启动开户预约。截至
11月 24日，仅中国农业银行就有超 20万客
户预约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业务，多家银行
APP也已显示个人养老金开户操作入口。

45岁的成都市民张女士 25日下午来到
农行四川分行天府大道营业网点，在工作人
员指导下开立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几分钟就能完成，很方便。”她说，自己
一直想在基本养老金外，再找个合适渠道存
一些养老钱。“个人养老金有专门的账户，投
资专门的产品，感觉很踏实，所以第一时间
参加试试看。”

对于参加人来说，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
负担能力，自主决定是每年都参加还是部分
年度参加，以及年度内缴多少、一次性缴纳
还是分次缴纳。

为提高安全性，参加人可购买的金融
产品采取名单式管理，包括储蓄存款、理财
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等，具体产

品由金融监管部门确定，并通过个人养老
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金融行业平台公布
和更新。

目前，证监会已公布入选的 129只基金
产品名单。个人养老金保险类产品名单也
已公布，有来自6家保险公司的总计7款产品
入围。

“我们已经全面开放个人养老金资金账
户开立、缴存、领取、公募基金购买等服务，
其他类别产品后续也将很快上线。”中国农
业银行个人金融部账户与支付管理处处长
蒋浩说。

能享受多少税收优惠

个人养老金与普通存款、理财产品不
同，能享受税收优惠。

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
户的缴费，按照 12000元/年的限额标准享受
递延纳税，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
除。参加人使用“个人所得税”APP扫描缴费
凭证上的二维码就可申报扣除。

在投资环节，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在领取环节，积累的个人养老金不纳入

个人所得税年度清缴，单独按照3%的税率缴
纳个人所得税。

已在这 36个先行城市或地区建立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个人养
老金。不过从税收优惠的角度看，参加人受
益程度有所不同。

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
究员孙洁说：“仅从缴纳环节看，根据相关测
算，年收入超过6万元的参加人，根据年收入
水平不同，个人养老金可每年节税几百元至
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不等。”

她分析说，一方面是每年1.2万元的个人
养老金缴费，可以像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
支出一样，从个人收入中扣除，不计入当年应
纳税所得额。另一方面，是对部分群体而言，
1.2万元的免税额度可能会降低当期个人所
得税一个税档。比如年收入10万左右的部分
参加人，扣除 1.2万元免税额度后，个人所得
税率可从10%降至3%，能明显减少纳税。

11月25日，个人所得税APP已经进行了
版本更新，办税频道增加了“个人养老金扣
除信息管理”功能，支持扫描个人养老金缴
费凭证二维码以录入相关扣除信息。

西安市民第一时间“尝鲜”

11月25日，工商银行作为首批银行在全
国 36个个人养老金制度试行地区正式上线
个人养老金业务。

工商银行西安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工
作人员赵云鹏介绍，工商银行西安分行首批
落地个人养老金业务，工行西安分行在全辖
178家网点全面推广。

有市民表示，在关注到个人养老金的相
关新闻和信息以后，提前了解并做了准备。
市民彭女士说，自己前几天就听说这个业务
要上线，下午能买时就马上通过手机开立了
账户。“开立账户，一个是打算以后能给我存
点养老钱。另外，就是听说以后在税收方面
有一定的优惠。有的银行开户还能领红包，
感觉挺好的。”

市民张先生也进行了尝试。他表示，自
己一直在关注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事情，这次
听说上线了，就第一时间尝鲜。一方面是响
应号召，另一方面想给自己多一份养老的保
障。“计算了一下，根据自己目前的收入水
平，如果把 1.2万都交上，一年能够减少税收
方面的支出将近3000元，所以我觉得这个挺
好的。” （综合新华社、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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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二〇五所社区持
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倡导精细化社区
管理，创建红石榴驿站、大安·能量“益”站等服务品牌，
提高了社区公共服务水平，让老社区焕发蓬勃生机，成
为群众的温暖之家。

左图为 11 月17 日，社区科普大学老师（右一）为社
区居民讲授手机视频剪辑课程。

下图为大安·能量“益”站志愿者贺鑫在整理货架
上的蔬菜。 李一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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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旭东）11月 26日，记者从西
安市碑林区青少年服务中心获悉，西安青少年志
愿服务大篷车近日开展“全民佩戴口罩，争做文
明市民”宣传活动，并由张小蔚劳模志愿者服务
队少先队员录制防疫宣传音频，呼吁广大市民规
范佩戴口罩。

“正确佩戴口罩能够有效阻断新冠病毒的传
播，降低新冠病毒感染风险。”张小蔚劳模志愿者
服务队少先队员宋绍闻发出倡议，希望广大市民
群众养成随时佩戴口罩的良好习惯，增强自我防
护意识，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据了解，自今年 3月份以来，在每天 12时至
12时 20分、17时 50分至 18时 10分这两个时段，

西安开元公园志愿者服务基地红领巾广播站和
碑林区青少年服务中心都会传出来自少先队员
的广播提醒。这是西安市青少年志愿服务大篷
车项目与张小蔚劳模志愿者服务队联合发起的
志愿活动，充分发挥红领巾广播站宣传优势，组
织少先队员在家录制防疫知识宣传音频。

此外，自 11 月 19 日起，青年志愿服务大篷
车组织志愿者设计制作了倡议书 5000余份，筹
集口罩 1000 个及酒精、消毒液等用品，深入社
区、核酸采集点、城市广场等地，进行“全民佩戴
口罩，争做文明市民”宣传活动，提醒广大市民
自觉正确佩戴口罩，示范带动家人亲属、邻里街
坊佩戴好口罩。

少先队员录音频 倡导“全民佩戴口罩”

国家日前发布的二十条优化
措施中指出，要“重视发挥中医
药在新冠肺炎中的独特作用”。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医药无论
是在前期的预防上，还是新冠肺
炎发病以后的治疗上均发挥了
重要作用。那么，中医药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方面有哪些独特
优势呢？公众如何利用中医药
作好预防？

11月 25日，陕西省防治新冠
肺炎中医药救治专家组组长、陕西
省中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医师马战平对此进行了解读。

中医药具有独特优势

“中医所谓的‘疫病’就相当
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各种传染病，
新冠肺炎当然也归于中医‘疫
病’的范畴。”马战平说，在西医
传入我国之前，我国之所以能在
目前有记录的 300 余次大的“疫
病”降临之时岿然屹立，从根本
上来讲，就是因为几千年来中医
药这个具有独特优势的医学法宝
保驾护航。

马战平表示，中医学有“后发
治人”的优势，这是因为中医学
对包括新冠肺炎在内的所有疾病
都会根据“外邪感人，受本难知，
因发知受，发则可辨”的法则，从
采集到的临床症状、体征、舌象、
脉象等信息进行“审证求因”，并
推论出疾病的病因、病机，进而
提出明确的诊治思路和方药，因
而它就会有的放矢、精准治疗。

同时，中医药有着明确的“异
病同治”优势，目前正值冬春季
呼吸道疾病，尤其是病毒性疾病
的高发流行季节，也是新冠肺炎
可能会暴发的季节。虽然从现代
医学来看，它们可能会属于不同
的疾病，但从中医的角度上分析
其发病时段、流行病学特点、临
床症状、舌脉等均具有高度相似
性，其核心病机基本相同，因此
就可以按照“异病同治”的原则
进行统一的辨证论治。

在中医学中有“治未病”的理
念，这里面就包括了“未病先防”

“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的具体
内容，也有各种各样的预防手
段，比如药物、食疗、锻炼、导引、
针灸、推拿等等。马战平介绍，
中医会针对不同的群体提出相应
的指导方法，其中“扶助正气”

“培正固本”是中医学在治疗中
最为倡导的理念，中医经常所说
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

所凑，其气必虚”，正是强调了平
时就应该提高自身免疫力的重要
性，这与现代医学的理念是完全
一致的。

内外兼顾开出药方

马战平表示，正是基于中医
学理论的独特性及近三年来抗疫
的实战性，国家出台的二十优化
措施再次强调了发挥中医药独特
优势的必要性。针对不同群体，
结合不同的地域、季节特点，我
省防治新冠肺炎中医药救治专家
组已经提出了明确的防治措施，
特别是在预防方面，可以采取包
括中药汤剂、外治法、活动保健、
食疗等方法来预防。

在中药汤剂方面。建议应用
“生黄芪 15克、炒白术 10克、防风
10 克、苏叶 10 克、金银花 15 克、
连翘 10 克、蒲公英 15 克、大青叶
15 克、桔梗 10 克、芦根 15 克、炒
山药 15克、生甘草 6克”组方，以
达益气固表，解表清热之效。该
方 12 岁以上人群，每天一剂，每
剂水煎 400毫升，早晚各一次（饭
后约 1 小时），温服，每次 200 毫
升，连服 3-6天；6-12岁儿童，用
量减半；6 岁以下儿童及孕妇不
建议服用，服药期间应清淡饮
食。若中草药煎煮不便，也可选
用功效较为相似的，如“益肺解
毒颗粒”“清瘟护肺颗粒”等中成
药进行预防。

在外治法方面，可以选用艾
灸、佩戴香囊、中药浴足等方法，
这些成品在一般的中医医院都可
以购买到，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
需进行选择。

在活动保健方面，可以选择
八段锦、太极拳、太极剑、广播体
操等，但不宜剧烈运动，避免过
汗耗气。

在食疗方面，按照“白色入
肺”理念指导，可适量食用荸荠、
百合、莲藕、雪梨、银耳、山药、白
萝卜、核桃仁等以润肺生津；也
可适量饮用金银花茶、菊花茶或
代茶饮（金银花 3 克、菊花 3 克、
荷叶 3克、胖大海 3克、佩兰 3克，
开水冲泡频服）以清肺泄热。

“国家出台二十条优化措施，
不是让我们放松警惕，更不是让
我们‘躺平’，而是强调应该主动
出击、打一套精准防控的组合
拳。作为中医药工作者，我们更
应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为最终
战胜疫情作出应有的贡献。”马
战平表示。 本报记者 李旭东

秋冬季节是“菜篮子”产品消费旺季，当前我
国果菜肉蛋等农产品生产情况如何？有关部门将
如何稳产保供、确保百姓“菜篮子”拎得稳？新华
社记者近日就上述话题进行采访。

小雪节气，在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高台镇，农
民正在抓紧销售爱媛“果冻橙”，再过一段时间，椪
柑、耙耙柑等也将陆续上市。

“虽然前期旱情有些影响，但农民通过精心栽
培，‘果冻橙’品质好、口感甜，价格好。农民与合
作社、公司合作，柑橘的保鲜、分选、销售水平都有
了显著提升。”高台镇镇长徐俊说。

做好果菜肉蛋等农产品供给，关系千家万户
的餐桌和农民的收成。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介
绍，当前我国“菜篮子”产品生产形势较好，供应
总量充足，市场保持平稳，可以满足城乡居民消
费需求。

其中，蔬菜产量稳中有增，价格季节性下跌。
全国主要蔬菜品种长势正常，面积产量均有所增
加。11月上旬在田蔬菜面积 9079.9万亩、同比增
加163.1万亩。第46周（11月14日至11月20日），
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 28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4.21元，环比跌3.2%。

水果产量处于高位，价格基本稳定。前期水
果价格连续 5个月下跌，近期季节性上涨。第 46
周重点监测的 6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6.72元，环
比涨1.1%。

生猪产能处于合理水平，猪肉价格企稳回
落。今年 5月至 7月新生仔猪数与去年同期基本
相当，意味着11月到明年春节前生猪出栏量与上
年同期大体持平。第 46周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

每公斤33.47元，环比跌2.3%。
牛羊禽肉禽蛋生产形势较好，价格基本稳

定。前三季度全国牛肉、羊肉、禽肉、禽蛋产量同
比均有增长。近期主产区养鸡场持续补栏，鸡蛋
鸡肉供应形势总体向好。此外，水产品产量增加，
价格稳定，同比持平。

进一步压紧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保障
冬春重点农产品生产供应，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目前，各地继续加大对相关地区的货源组织
和调运力度，优化末端配送举措，全力做好生活物
资保障供应。一些电商平台多措并举助力产销对
接。拼多多平台采取农产品零佣金、流量支持等
方式为农产品拓市场、找销路，“多多买菜”开辟绿
色物流通道，支持生鲜瓜果及时出村进城。

唐珂表示，下一步将采取三方面措施保障“菜
篮子”：

——加强冬春生产供应。抓好南菜北运基地
建设和北方设施蔬菜生产，提高大中城市周边蔬
菜生产供应能力。抓好肉蛋奶、水产品等重点产
品生产，扎实推进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合理引
导出栏出塘。

——畅通生产流通。严格落实鲜活农产品运
输绿色通道政策，畅通农业生产资料、“菜篮子”产
品、雏禽仔畜等运输通道。建立产销对接应急机
制，及时组织行业协会、电商平台做好重点地区、
重点品种产销对接。

——压紧压实责任。印发“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考核实施细则。督促各地加强产品调运，做好
耐储蔬菜、水果及冷冻肉品、水产品储备，适时加
大投放力度。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确保“菜篮子”拎得稳
——我国加强重要农产品生产供应

新华社北京11月 25日电（记者 赵文
君）中消协 25日发布今年“双 11”消费维权
舆情分析报告，消费者对于今年“双 11”电
商平台简化促销规则的总体评价趋于正向，
同时消费体验短板依然存在，问题主要集中
在促销价格争议、商品质量短板、直播销售
乱象、团购安全隐忧、快递服务问题五方面。

据介绍，中消协利用互联网舆情监测
系统，对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3 日期间相关

消费维权情况进行了网络大数据舆情分
析。在 25 天监测期内，共收集相关“消费
维权”类信息 4800 多万条、日均信息量约
195万条，例如先提价后打折、预售价格高
等问题，直播“翻车”、社交小程序团购“收
钱不发货”等经营不诚信、管理不到位问
题，都是消费者关注热点。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互联网环
境下，价格销售体系日益透明，经营者在渠

道与价格管理方面的统筹策划和诚信意识
还有待完善，建议商家在各种优惠促销场
景中，从维护自身品牌形象与消费者权益
角度出发，谋划决策更审慎、落实举措更周
全。呼吁商家和平台企业加强自律，强化
诚信意识和规则意识，主动补齐在落实主
体责任和对平台内经营者约束管控方面的
短板，不断提升消费者网购的满意度和获
得感。

今年“双11”消费维权集中在促销价格争议等五方面

企业企业企业 讯讯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本报讯（王杰）近期受疫情影响，

咸阳兴平市马嵬镇农户种植的白菜
遭遇“销售难”。得知相关情况后，11
月24日，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
工会迅速行动，爱心助农，购买了
50000斤白菜，帮助农户解决蔬菜滞
压问题。

近年来，该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乡
村振兴战略，切实履行国企责任担
当，持续开展“以购代扶”工作，有力
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村民增收，
营造社会参与消费帮扶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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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文亮）近日，陕煤集
团澄合矿业煤机公司通过“三措”并
举，强化安全生产管控，确保公司持
续稳定发展。

该公司强化“双重预防机制”落
实，加强安全风险预控和事故隐患
防控，促进安全生产。严格对照安
全生产标准化管理要求，进一步细
化措施推动工作顺畅开展。同时，
公司还强化安全文化建设，让每名
职工做到自警自省自安，确保人人
做到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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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常钰 张攀）近日，陕
西省质量协会、陕西省总工会、陕西
省妇女联合会2022年质量信得过班
组成果交流活动评价结果与获奖名
单揭晓，延长石油榆林炼油厂化验
中心成品班、综合2班获陕西省2022
年度质量信得过班组成果一等奖。

近年来，榆林炼油厂以班组为
单位大力开展班组质量管理活动，
广大员工的技能水平、质量意识不
断提升，班组凝聚力、执行力显著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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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
老社区焕发新生机老社区焕发新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