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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明年实施电商进口监管新政
提高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商品限额上限 单次交易限值提至5000元 年度交易限值提至2.6万元
本报讯（记者 张鑫）昨天下午，中
国（北京）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发布会在京
召开。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明年1月1
日起，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不执
行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
求，而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 同
时，提高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商品限
额上限， 将单次交易限值由目前的
2000元提高至5000元， 将年度交易
限值由目前的每人每年2万元提高至
2.6万元。
发布会上，北京市商务局倪跃刚副
局长表示，北京市已出台《北京市进一
步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及支持跨境电商平台、海外仓、
体验店建设等专项资金政策， 目前正
在报市政府审定《中国（北京）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
会上，北京海关、国家税务总局北
京市税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
汇管理部等主管部门分别就跨境电商
有关监管政策、税收政策、外汇管理等
相关政策做了详细解读。 此前跨境电
商从业者高度关注的通关单与商品备
案等跨境电商监管要素都将有所调
整， 此番调整将进一步降低跨境电商
的市场门槛。
记者了解到， 本次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监管政策将自明年1月1日起正式
实施。 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不执
行首次进口许可批件、 注册或备案要
求，而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 对跨

北京市跨境
电子商务交易情况
北京市已设立6个跨境电子
商务监管场所
培育 11家 跨境电商产业园，建
设了70余个海外仓
今年1－10月，全市跨境电商零
售 进 口 466.7 万 票 ， 同 比 增 长
89.4% ； 货值 15.7亿元
人民币， 同比增长
62.86% ，保持了快速
增长

2017年，北京市服务贸易、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分列全国第二、第五位；
市场总消费额达2.4万亿元
拥有人工智能企业近270家，占全国近一半
互联网上市企业占全国40.2%

56家总部企业入围2017年 《财富》
世界500强，连续5年位居世界城市榜首
网上零售额亿元以上企业80家，交易
额亿元以上电子商务平台204个

境电商零售进口清单内商品实行限额
内零关税、 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按法定应纳税额70%征收基础上，进
一步扩大享受优惠政策的商品范围，
新增群众需求量大的63个税目商品。
提高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商品限额上
限，将单次交易限值由目前的2000元
提高至5000元，将年度交易限值由目
前的每人每年2万元提高至2.6万元。

链接
全市跨境电商
零售进口同比增近9成
今年以来， 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
跨境电商的政策支持， 连续出台多项
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利好政策。 7月
份， 北京市获批成为第三批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11月21日， 国务院
常务会议决定， 从明年1月1日起，将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政策适用范围
再扩大到北京等22个新设跨境电商
综试区城市；11月底，商务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
局、 市场监管总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
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财政部、海关总
署、税务总局等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
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对跨境电商零
售进口商品的监管要求， 提高了单次
制图 / 廖元
和年度交易限值。

明年起手机
可办理个税减免优惠

中韩大通道正式启用
华北区域212架次航线调整

自明年起，从个人报税到享受6
项附加扣除等减免税优惠， 再到开
完税证明， 市民用手机就能享受一
条龙服务。 记者获悉，税务总局开始
上线测试“个人所得税自然人办税
服务平台”， 多家税务师事务所建
议，市民最好按月扣除各项费用，避
开退税难办的问题。
从现在开始，市民打开手机应用
商店搜索
“个人所得税”，就能发现税
务总局上线测试的个人所得税自然
人办税服务平台。 下载这款APP，市
民通过人脸识别，再注册个人身份证
号与手机、地址等信息，今后就能实
时查询自己可享受的税收优惠。
目前， 个税6项专项附加扣除政
策已初现端倪，在子女教育、继续教

本 报 讯（记者 马 晓 晴）记者从华
北 空 管 局 获 悉 ， 今 天（12 月 6 日）零
时起， 我国首条对外空中交通大
通 道 ——
—中韩大通道正式启用。华
北 区 域 今 日 212 航 班 航 线 调 整 ， 涉
及华北区域前往山东半岛， 日韩
前往华北区域、 西北区域以及日
韩前往欧美中东飞越华北区域的
所有航班。
据华北空管局介绍，中韩大通道
的启用， 减少了航班在航路上的交
叉汇聚，降低运行风险，提升运行效
率，有效缓解中日韩往返华北、欧美
航班的空中拥堵， 减少航班地面等
待时间。
华北空管局在中韩大 通 道 正 式

建议

育、大病医疗、首套房贷款利息、住房
租金、赡养老人等方面，市民从2019
年元旦起即可享受到这些能税前扣
除的优惠。 在个税办税APP中，上述6
项专项附加扣除已被分别单独展示，
但现阶段均显示
“本功能暂未上线”。
不过税务总局也披露，该APP将提供
6项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功能，市
民可自由选择在年度申报时扣除，也
可指定单位等扣缴义务人在每月预
扣预缴申报时扣除。
这款APP还介绍了“年度综合
申报”的细节，即在日常预扣预缴基
础上，对全年工资、薪金所得、劳务
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
费所得等进行汇算清缴， 实行多退
少补。

择善而行 孝老敬老

费解问题应尽早厘清

税改要让市民早点尝到
“甜头”，
厘清各界尚有疑惑的问题显然宜早
不宜迟。大华税务师事务所董事长吴
丽光认为，有关部门除了对于个税 6
项专项附加尽快出台名词解释，对于
操作中可能存在的误区问题，也应及
时予以明确。“个税征求意见稿提出，
纳税人接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取得相关证书年
度，按每年 3600 元定额扣除。 假如
纳税人一年取得多个证书，是否能翻
倍扣除？这些都亟待有关部门的权威
释义。 ”吴丽光表示。

启用前， 对涉及管制区的全体管制
员进行了集中培训。 华北空管局运
管中心制订了详细的计划变更方
案， 对所有调整的航班进行双人校
对，反复比对新增航路航线，将调整
的航路提前补充到基础航线数据
库， 确保空域调整后航班计划准确
无误。
今天， 首都机场预计进出港
1734 架 次 ， 其 中 进 港 867 架 次 ， 出 港
867架次，预计华北区域内飞行5496
架次。
截至上午9时30分， 首都机场已
执行进港航班282架次， 已执行出港
航班257架次， 涉及调整航路航班运
行平稳。

不仅如此，专项附加扣除毕竟是
首次出现，该如何精准扣除成为今后
实际操作中的核心问题。“以往各地
曾重复出现过奇葩证明，在专项附加
扣除中，针对子女教育和老人赡养等
扣除项，税务部门应尽快明确到底是
通过户口簿还是公证等哪些简洁有
效的方式来证明相关问题。 ”北京中
烨泽瑞税务师事务所总经理郭英杰
建议，税务部门可通过与民政、人社、
公安等有关部门联网查询的方式，尽
量做到人性化执法，不要为市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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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负担。

尊老敬老是千百年来的中华美德。
近日， 农行北京分行团委联合农总行机
关团委、 农行北京崇文支行共同走进
北京龙潭体育馆路街道，共同举办了“扬
志愿精神，做时代新人”学雷锋敬老爱老
青年志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 在农行北京分行的青年员
工中，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以择善为根
本、以志愿为职责，奉献青春，孝老敬老，
他们就是该行的青年志愿者。 在本次孝
老敬老活动中， 志愿者们一起与老人动
手包饺子，倾听老人说说心里话，分享热
腾腾的饺子，给老人送去暖暖的感动。 随
后， 农行的青年志愿者们还现场进行了

“
小积分·大梦想”信用卡积分捐赠活动。
该行朝东支行近日也联合街道残联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现场演绎生动案例
提醒社区残疾人、老人谨防诈骗，教授使
用电子支付方式解决生活中的缴费问
题，与他们“聊两会，话家常”。 与此同时，
房山支行的青年志愿者们前往长阳镇佛
满村普乐园敬老院，为老人送去米、面、
薏仁粉等慰问品， 齐动手为老人的午餐
准备食材，擀皮儿、拌馅、包饺子，分工有
序，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了关爱和温暖。
面对当今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趋势， 农行
北京分行用实际行动弘扬尊老敬老
新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