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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冬运会揭幕冰雪大戏

新年伊始，体坛大戏照例由冰雪
项目唱主角。第 13 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将于 1 月 20 日拉开帷幕，各路冰雪好
手将齐聚新疆乌鲁木齐、昌吉展开争
夺。这是冬运会第一次走进我国西
北，同时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后，首次举办全国大型综合性
运动会。

随后的二、三月间，在中国台北进
行的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上海举
办的国际滑联上海超级杯和长春进行
的世界青年速滑锦标赛也将纷至沓
来。这些冰雪赛事形成了次第开花的
生动景象，也将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培养群众基础。

在海外，第二届冬季青年奥运会
将于 2 月 12 日至 21 日在挪威利勒哈默
尔举行。利勒哈默尔曾在 1994 年举办
过冬季奥运会，而此番举办冬季青奥
会将让这座挪威城市再次获得世界关
注。此外，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冰雪
项目的世锦赛也都会如约而至，世界
各地的冰雪健儿将一较高下。

夏季奥运会八月相约里约

阳光、海滩、桑巴、足球……当我
们仍在回味伦敦奥运会的精彩与传承
时，里约奥运会竟然触手可及了。8 月
5 日至 21 日，第 31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

在 2014 年巴西世界杯前，巴西筹
备拖沓，场馆“压哨”完工，游行此起彼
伏，全世界都为巴西捏了一把汗。现
如今，巴西又将迎来另一顶级大赛，这
次他们不希望重蹈覆辙。里约市长帕

埃斯多次表示，奥运筹备工作全部按
计划进行，里约有能力向人们证明，巴
西人可以“按时完工、不超预算”。

从目前来看，里约奥运会的筹备
明显好于巴西世界杯，但这绝不意味
着没有潜在风险。正如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所说，里约依然不能浪费一秒
钟。帆船比赛海域的水污染问题、交通
基础设施落后以及安保等诸多问题都
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改善。此外，巴西目
前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也不容忽视。

四年前的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代
表团共获得 38 金 27 银 23 铜，金牌榜和
奖牌榜均列第二，取得了境外参加奥
运会的最好成绩。此番征战里约，中
国健儿能否复制四年前的辉煌，甚至
取得更大突破，也非常令人期待。

欧洲美洲同演“足球大战”

足 球 作 为“ 世 界 第 一 运 动 ”，在
2016 年的体育大餐里也占据重要地
位。4 年一度的欧洲足球锦标赛将于 6
月 10 日至 7 月 10 日在法国进行。随着
欧锦赛的扩军，24 支参赛队伍并没有
像以前一样出现“超级死亡之组”，大
部分强队都有很大概率从小组中过
关，而且由于出线规则的修改，四支成
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出线，这让很
多球队也都看到了晋级的曙光。

而几乎在欧锦赛进行的同时，百
年纪念版美洲杯也将在千里之外的美
国举办，时间是 6 月 3 日至 26 日。两大
杯赛有近 20 天的重合。

2016 年 正 值 美 洲 杯 举 办 100 周
年，也是南美足联成立 100 周年的纪念
年，尽管智利美洲杯在 2015 年举办，但
南美足联还是决定打破 4 年一届的办
赛规律，在 2016 年专门设立百年美洲
杯来庆祝这一重要时间节点。这也成
为美洲杯和欧锦赛撞车的原因。

广州恒大踏上卫冕征程

2016 年，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预
选赛也将继续在各大洲进行。“伤不
起”的中国男足目前在亚洲区 40 强赛
中便已濒临被淘汰的危险，出线仅剩
理论可能。此前国足已创下连续三届
世界杯预选赛折戟 20 强赛的纪录，但
佩兰率领的这支国足竟然在 40 强赛中
就早早丧失主动权，让人大跌眼镜。

同国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州
恒大足球队再度获得亚冠冠军，成为
中国足球在 2015 年为数不多的一抹亮
色，而在 2016 年，恒大将再次踏上卫冕
征程，它是否能在俱乐部层面为中国
足球带来更多突破，值得关注。

国际足联要选新任掌门

热闹的赛事之外，国际足联在 2 月
26 日将举行特别选举大会选举新一任
国际足联主席，这也将是世界足坛重
要的体育事件。不久前，国际足联现
任主席布拉特和副主席、欧足联主席
普拉蒂尼被“禁足”八年，这极可能意
味着两人足球管理生涯的终结，尤其
是对于志在夺取主席宝座的普拉蒂尼
更是如此。两人均表示要上诉，但翻
盘的几率有多大，还是个未知数。究
竟谁可以接过新任主席的权杖，将吸
引全世界的眼球。

乒羽重磅赛事轮番登场

这一年，很多项目的世界锦标赛
或洲际锦标赛都将举办，比赛将成为
各路高手争夺奥运会入场券、演练阵
容、了解对手的练兵大战。其中较为
重要的包括 2 月 28 日至 3 月 6 日在马
来西亚吉隆坡进行的世界乒乓球团体
锦标赛、3 月 17 日至 20 日在美国波特
兰举行的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以及 5
月 15 日至 22 日在中国昆山进行的羽
毛球汤姆斯杯、尤伯杯等赛事。

在这一年的九、十月间，独特的中
国网球赛季仍将展现，届时会有包括
中国网球公开赛、武汉网球公开赛和
上海网球大师赛等近十项网球比赛上
演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好戏，球迷可大
饱眼福。④11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记者王丹丹）12 月
29 日晚，本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
赛（WCBA）展开了第三阶段第四
轮的争夺，凭借外援仙杨·帕克和
本土球员孙杰的出色发挥，河南
伊川农商银行女篮再胜一场。

处于 C 组的河南女篮本轮继
续客场挑战江苏女篮，经过四节
以及一个加时的苦战，河南女篮
以 76∶72 再度战胜江苏女篮，豪
取本阶段四连胜。

尽管前两阶段战绩不佳，但
是进入第三阶段后，河南女篮打
出久违的好状态，本阶段前三轮
比赛全部奏凯。再度与江苏女篮
交手，河南女篮首节比赛早早进
入状态，在帕克和孙杰的带领下
牢牢掌控主动权，半场结束时，河
南女篮以 31∶25 领先。

下半场江苏女篮的命中率有
所提升，而河南女篮则遭遇失误
和犯规过多的“双重压力”，单节
与对手战成 19 平，不过还是带着
6 分的优势进入第四节。关键的
最后一节，河南女篮顶住对手疯

狂反击，一度保持微弱领先，不过
终场时，由于帕克和“WCBA 首届
状元秀”黄品蓁犯规满 5 次被罚
出场，球队还是被江苏女篮将比
分追成 65 平，比赛也被拖入加时
赛。

残酷的加时赛，河南女篮在
帕克和黄品蓁两位实力派悍将
无法上场的情况下顶住压力，重
新夺回主动权。孙杰利用犀利
的突破和精准的跳投纷纷给对
手制造杀机。最终，河南女篮在
加时赛打出 11∶7 的“攻击波”，
76∶72 再度客场战胜对手，迎来
四连胜。

本场比赛，河南女篮两分球
命中率高达 57.89%，比江苏女篮
高出了 22 个百分点之多，孙杰砍
下了全场最高的 25 分，帕克除了
贡献 24 分外，还抢下了全场最高
的 17 个篮板。

2016年 1月 2日，河南女篮将
做客山东，面对实力一般的山东女
篮，河南女篮将全力以赴，打出自己
的特点，争取实现五连胜。④11

“五彩毽子上下翻，满园师生舞翩翩，踢拐磕蹦花样全，千人踢
毽迎新年”。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郑州市第六十一中学举行教工
踢毽入筐游戏活动，并进行学生踢毽计数考核（计入学生期末体育
成绩），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小小的毽球舞动在校园中，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④11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本报通讯员 樊朝辉 摄

外援本土球员齐发威

WCBA河南女篮
再克江苏迎四连胜

千人踢毽迎新年

2016，体育“大年”敬请期待
2016，又一个双数

年，又一个体育大年。

我们可以预言，在这样

的年份里，人类的运动

极限将再次遭遇挑战，

体育迷的想象力可以

更加狂野。那么，这一

年究竟有哪些比赛值

得我们期待？

2016 年
里 约 奥 运 会
和 残 奥 会 吉
祥 物 —— 维维
尼修斯尼修斯((左左))和和
汤姆汤姆((右右))。。

▲2016年法国欧洲足球锦标赛吉祥物——超级维克托。

位于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位于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
的丝绸之路国际滑雪场的丝绸之路国际滑雪场。。第十第十
三届全国冬运会将在这里见证三届全国冬运会将在这里见证
高山滑雪高山滑雪、、单板滑雪平行回转和单板滑雪平行回转和
平行大回转的精彩角逐平行大回转的精彩角逐。。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2015年度
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自行纳税申报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管

理，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维护纳税人的

合法权益，方便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

规范自行纳税申报行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

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

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河南省地

方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年所得 12 万

元以上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工作

的通知》，特就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自行

纳税申报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范围

凡依据个人所得税法负有纳税义

务的纳税人，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应

当按照规定办理自行纳税申报。

二、申报时限

2015 年度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纳

税人，务必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自

行纳税申报。以后每年度终了后三个

月内，纳税人均应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

关办理自行纳税申报。

纳税人不能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

纳税申报，需要延期的，按照税收征管

法第二十七条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税务机关提出书

面延期申请，经税务机关核准，在核准

的期限内办理。

三、申报内容

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是指纳税人在

一个纳税年度取得以下各项所得的合

计数额达到 12 万元：

（一）工资、薪金所得；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

租经营所得；

（四）劳务报酬所得；

（五）稿酬所得；

（六）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八）财产租赁所得；

（九）财产转让所得；

（十）偶然所得；

（十一）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

税的其他所得。

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纳税人，无论

取得的各项所得是否已足额缴纳了个

人所得税，均应当按照《个人所得税自

行纳税申报办法》的规定，于纳税年度

终了后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各项所得的年所得按照下列
方法计算：

（一）工资、薪金所得，按照未减除

费用（每月 3500 元）及附加减除费用（每

月 1300 元）的收入额计算。也就是与任

职、受雇有关的各种所得，剔除按照国

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以及“三

险一金”以后的余额。

（二）个 体 工 商 户 的 生 产、经 营 所

得，按照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实行查账

征收的，按照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

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计

算；实行定期定额征收的，按照纳税人

自行申报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或

者按照其自行申报的年度应纳税经营

额乘以应税所得率计算。

个人独资、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

得，按照各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计

算。实行查账征收的，按照每一纳税年

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

后的余额，再按各合伙人投资比例分别

计算；实行定期定额征收的，按照纳税

人自行申报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计算，

或者按照其自行申报的年度应纳税经

营额乘以应税所得率，再按投资比例分

别计算。

（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

租经营所得，按照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

总额计算，即按照承包经营、承租经营

者实际取得的经营利润，加上从承包、

承租的企事业单位中取得的工资、薪金

性质的所得计算。

（四）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

许权使用费所得，按照未减除费用（每

次 800 元或者每次收入的 20%）的收入

额计算。

（五）财产租赁所得，按照未减除费

用（每次 800 元或者每次收入的 20%）和

修缮费用的收入额计算。

（六）财产转让所得，按照应纳税所

得额计算，即按照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

减除财产原值和转让财产过程中缴纳

的税金及有关合理费用后的余额计算。

（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

得和其他所得，按照收入额全额计算。

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纳税人，除按

照上述规定计算年所得以外，还应同时

按以下规定计算年所得数额：

（一）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

所得。不得减除纳税人在提供劳务或

让渡特许权使用权过程中缴纳的有关

税费。

（二）财产租赁所得。不得减除纳

税人在出租财产过程中缴纳的有关税

费；对于纳税人一次取得跨年度财产租

赁所得的，全部视为实际取得所得年度

的所得。

（三）个人转让房屋所得。采取核

定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按照实际征收率

（1%、2%、3%）分别换算为应税所得率

（5%、10%、15%），据此计算年所得。个

人转让房屋所得应在“财产转让所得”

项下的“个人房屋转让所得”一栏中填

写。

（四）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企业

债券利息所得。全部视为纳税人实际

取得所得年度的所得。

（五）对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

投 资 者 , 按 照 征 收 率 核 定 个 人 所 得 税

的，将征收率换算为应税所得率，据此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合伙企业投资者按照上述方法确

定应纳税所得额后，合伙人应根据合伙

协议规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其应纳税所

得额，合伙协议未规定分配比例的，按

合伙人数平均分配确定其应纳税所得

额。对于同时参与两个以上企业投资

的，纳税人应将其投资所有企业的应纳

税所得额相加后的总额作为年所得。

上述年所得计算口径主要是为了

方便纳税人履行自行申报义务，仅适用

于个人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年度自行

申报，不适用于个人计算缴纳税款。

四、申报地点

（一）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纳税人，

纳税申报地点分别为：

1.在中国境内有任职、受雇单位的，

向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

2.在中国境内有两处或者两处以上

任职、受雇单位的，选择并固定向其中

一处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3.在中国境内无任职、受雇单位，年

所得项目中有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合

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或者对企事业

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以下

统称生产、经营所得）的，向其中一处实

际经营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4.在中国境内无任职、受雇单位，年

所得项目中无生产、经营所得的，向户

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在中国

境内有户籍，但户籍所在地与中国境内

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选择并固定向其

中一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在中国境

内没有户籍的，向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二）纳税人不得随意变更纳税申

报地点，因特殊情况变更纳税申报地点

的，须报原主管税务机关备案。规定的

纳税申报地点，除特殊情况外，5 年以内

不得变更。

（三）经常居住地，是指纳税人离开

户籍所在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

地方。

五、申报方式

纳税人可以采取数据电文、邮寄等

方式申报，也可以直接到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或者采取符合主管税务机关规定

的其他方式申报。

1.纳税人采取数据电文方式申报

的，应当按照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和要

求保存有关纸质资料。

2.纳税人采取邮寄方式申报的，以

邮政部门挂号信函收据作为申报凭据，

以寄出的邮戳日期为实际申报日期。

3.纳税人可以委托有税务代理资质

的中介机构或者他人（须提供委托书）

代为办理纳税申报。

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在办

理年度纳税申报时，应当填写《个人所

得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年所得 12 万元

以上的纳税人申报）》（申报表可在税务

网 站 下 载 或 到 办 税 服 务 大 厅 免 费 索

取），并在办理纳税申报时报送主管税

务机关，同时报送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复

印件，以及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

他有关资料。

有效身份证件，包括纳税人的身份

证、护照、回乡证、军人身份证件等。

六、法律责任

（一）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

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依照税收征

管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由税务机关责令

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的罚款。

（二）依照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

的 规 定 ，纳 税 人 采 取 伪 造 、变 造 、隐

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

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

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

或者进行虚假的申报，不缴或者少缴

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

的 ，由 税 务 机 关 追 缴其不缴或者少缴

的税款、滞纳金，并对其处不缴或者少

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 款 ；构 成 犯 罪 的 ，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三）依照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

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编造虚假计税依

据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税务机关依法为纳税人的纳

税申报信息保密。税务机关和税务人

员未依法为纳税人保密的，依照税收征

管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对未按照规定

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检举人保密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

（五）税务代理人违反税收法律、行

政法规，造成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

的，依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八

条的规定，除由纳税人缴纳或者补缴应

纳税款、滞纳金外，对税务代理人处纳

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

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六）其他税收违法行为，依照税收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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