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 综合

AⅠ·13

2017 年 6 月 19 日 责编 田震 美编 冯帅 邮箱 dhbhn@sina.com

买商业健康保险
下个月起可抵扣个税

如果保险每月分摊超过 200 元，相当于个税起征点提高 200 元
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保监会联
合制发了《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
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
知》
（以下简称《通知》
），
《通知》规定，从 7
月 1 日起，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可以抵扣个
税。
《通知》规定，适用商业健康保险税
收优惠政策的纳税人，是指取得工资薪
金所得、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以
及取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
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的
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
合伙企业个人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经营
者。同时，
《公告》进一步明确，取得连续
性劳务报酬所得，是指个人连续 3 个月以
上（含 3 个月）为同一单位提供劳务而取
得的所得。
《通知》指出，对个人购买符合规定
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当
年（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

除，扣除限额为 2400 元/年，即 200 元/
月。
同时《通知》指出，单位统一组织为
员工购买或者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购买
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单位负
担部分应当实名计入个人工资薪金明细
清单，视同个人购买，并自购买产品次月
起，在不超过 200 元/月的标准内按月扣
除。一年内保费金额超过 2400 元的部
分，不得税前扣除。以后年度续保时，按
上述规定执行。
也就是说，如果你购买的保险每个
月分摊下来超过 200 元，其实是相当于
你的个税起征点提高了 200 元。
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是
指保险公司参照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
险产品指引框架及示范条款开发的、符
合下列条件的健康保险产品：
1.健康保险产品采取具有保障功能
并设立有最低保证收益账户的万能险方

式，包含医疗保险和个人账户积累两项
责任。被保险人个人账户由其所投保的
保险公司负责管理维护；
2.被保险人为 16 周岁以上、未满法
定退休年龄的纳税人群。保险公司不得
因被保险人既往病史拒保，
并保证续保；
3.医疗保险保障责任范围包括被保
险人医保所在地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范围内的自付费用及部分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支付范围外的费用，费用的报销范
围、比例和额度由各保险公司根据具体
产品特点自行确定；
4.同一款健康保险产品，可依据被保
险人的不同情况，设置不同的保险金额，
具体保险金额下限由保监会规定；
5.健康保险产品坚持“保本微利”原
则，对医疗保险部分的简单赔付率低于
规定比例的，保险公司要将实际赔付率
与规定比例之间的差额部分返还到被保
险人的个人账户。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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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驱逐舰与菲货船相撞后差点沉没
美军 7 人死亡 货船无人受伤船体无大伤

美军“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被撞的部位是右舷的舷侧，恰是军舰脆弱的部位。东方 IC 供图

美国海军 18 日发表声明称，在美军
“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与菲律宾籍货船
相撞事故中失踪的美军人员已经死亡，
死
者遗体在美军驱逐舰进水的住舱内找到。
17 日凌晨 2 时许，美国海军第七舰
队“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在返回驻地神
奈川县横须贺港途中，在横须贺市西南
56 海里水域与一艘挂有菲律宾国旗的货
船相撞。
“ 菲茨杰拉德”号舰体右侧吃水

线上下受损，
7 名美军人员下落不明。
美联社报道，撞击致两处住舱、一处
机房和无线电室进水，船体右侧变形，吃
水线以下受损情况尚有待明确。事故发
生时，
“菲茨杰拉德”号上有美军超过 200
人，
大多数人已睡着。
船只相撞原因仍在调查。第七舰队
司令约瑟夫·奥库安在 18 日晚些时候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 菲茨杰拉德”号

被撞后，受损严重，吃水线下被撞出一条
大口子。
“菲茨杰拉德”眼看着就要沉没，
幸而船员反应迅速，竭力抢救。
美国海军“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全
长 154 米，满载排水量为 8000 吨。与其
相撞的菲律宾籍货船全长 222.6 米，满载
排水量为 2.9 万吨。日本海上保安厅 17
日接到货船紧急求救电话，称 2 时 20 分
左右发生撞击。
撞击事故造成多名美军人员受伤，
包括“菲茨杰拉德”号指挥官布赖斯·本
森。菲律宾籍货船上有 20 名船员，无人
受伤。货船船体可以看到凹痕和划痕，
但没有大伤。
“船头和船尾会配备比较厚的钢板，
其他部位的钢板则相对普通。由于两艘
船的吨位和尺度相差较大，根据图片显
示的情况，应该是商船的艏尖舱侧面撞
向军舰的驾驶台及生活区。”从业多年的
上海港引航站（船舶）引航员陈炎城对记
者表示，由于商船比军舰高大，所以军舰
出现的是舷墙以及上面往外突出的部分
塌陷的现象，商船艏尖舱舷墙也可能发
生变形。大船优势大，况且本次案例中
商船是以最坚硬的部分撞击军舰的侧
舷，
因此军舰受损严重并不奇怪。
综合新华社

政策能为您省多少钱？

哥伦比亚首都购物中心
女盥洗室发生爆炸

已致至少 3 人死亡、9 人受伤
事发时很多人正为“父亲节”准备礼品
综合新华社电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一座购物中心 17 日发生爆炸，现已造成
至少 3 人死亡、9 人受伤。波哥大市长恩
里克·佩尼亚洛萨称，
爆炸为恐怖袭击。
据当地媒体报道，爆炸发生在波哥
大北部安迪诺购物中心二层的一间女盥
洗 室 内 。 爆 炸 威 力 巨 大 ，产 生 大 量 浓
烟。死者包括一名法国女性和两名哥伦
比亚女性。目前，所有伤者已被送往附
近医院接受救治。
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较为密集，
很多顾客为第二天
“父亲节”准备礼品。
据媒体报道，
遇难的法国女性 23 岁，
半年前来到哥伦比亚，
在波哥大贫民区一
所学校内做志愿者，
原计划几天后返回法
国，
警方正设法同她的母亲取得联系。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社交媒体账
户发文，对这起爆炸事件表示“最强烈谴
责”，向遇难者和伤者的家属表示慰问，
并责成警方展开彻底调查。
初步调查显示，爆炸物被事先放置
在盥洗室内。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
宣称与此次爆炸事件有关。

苏宁易购年中庆 农村电商大涨 421%
9 分 23 秒送出第一单
□记者 张朝
本报讯 亲朋好友如相问，就说我在买
买买。6 月 18 日，苏宁易购发布年中庆战
报：当天凌晨 1 点，线上订单量同比增长
398%；早上 6 点，超过去年全天销量；第一
单在北京送达，用时 9 分 23 秒。
农村电商大涨 421%
苏宁易购年中庆战报显示，18 日零点
全面爆发后，
线上销售仅用时 18 分钟，
就超
过去年凌晨 2 点的战绩。18 日的第 1 个小
时内，
有超过89%的消费者在移动端下单。
苏宁易购 4000 家门店同步发力，6 月
17 日 18 点 23 分就超越去年同期年中大促
整体销量。
小家电、
降暑装备、
个护神器等，
成为线

上强劲的销售增长点。以 1 小时为时间节
点，飞利浦电动剃须刀卖出 12512 个，电动
牙刷卖出 15039 个，
FOREO 电动洁面仪热
销2165台，
静音空调被抢走120842台。
线上增幅节节攀升的同时，苏宁易购
线下优势尽显，中高端家电销售额占到整
体家电销售额的 65%。
以电视为例，年中庆期间，仅海信 100
英寸激光电视，在全国门店销售超 30 台。
年 中 庆 期 间 ，苏 宁 农 村 电 商 表 现 突
出。截至 18 日 16 点，同比销售增长突破
421%，大单团购源源不断。其中，成都邻
水直营店单笔销售 100 台长虹空调，兰州
西宁大通直营店一次性卖出 84 台电脑，郑
州济源时代直营店单笔销售 82 台 49 英寸
新互联网品牌电视。

9 分 23 秒送出第一单
苏宁易购年中庆期间，物流、服务等优
势再发力。
6 月 18 日凌晨，
“ 如约送”再立新功。
北京“火箭哥”仅用时 9 分 23 秒就将市民
杨先生订购的歌帝梵巧克力送达。
6 月 17 日上午 10 点，一架无人机从浙
江安吉经济开发区丰食溪中学附近的苏宁
物流快递配送站起飞，历时 23 分钟，到达
天荒坪镇潘村一个农家乐山村农舍。随
后，快递员戴春林将村民徐女士购买的热
水壶交到其手上完成签收。至此，苏宁无
人机成功完成首次实景派送。
据了解，苏宁无人机将全面进入常规
化运营线路搭建期。此外，苏宁物流与另
一合作伙伴易瓦特共同开发的无人机物流

“618”
购物平台选择与对应考虑因素
天猫、苏宁、京东依然是占据消费者大促网购
选择的头三位，除促销活动丰富的共性外，三家各
有打动消费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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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40.7% 49.3%
天猫消费者选择 苏宁消费者选择 京东消费者选择
因折扣力度大 因商品质量好 因物流速度快

监控平台也即将公开运营。
6 月 1 日，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表示，
此次年中庆是要为两个月后的 818 发烧节
练兵，苏宁会将“送货更准时、价格更超值、
上新货更快”的消费心智持续升级，在自己
的主场更好地服务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