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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海东市财政局委托，我单位定于2018年8月9日上午10：00
整在海东饭店会议室对丰田、桑塔纳、五菱、华泰圣达菲、别克等车
辆进行公开拍卖。

预展时间、地点：2018年8月6日至8月8日 9:00至17:00时整
海东饭店后院停车场

报名时间、地点：2018年8月6日至8月8日 9:00至17:00时整
海东饭店后院停车场

竞买须知：1.凡参加竞拍者须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缴纳竞买保
证金壹万元整（任意成交）；2.交款后须持缴款凭证及有效证件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并领取拍卖资料；3.拍卖成交后，保证金转为佣金及成
交价款，未成交者拍卖会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息，银行手
续费自理）；4.本次拍卖不含车辆号牌。5.收款单位：青海省拍卖行
账号：2806 0006 0920 0088 637，开户行：工商银行西宁西大街支行)。

查询网址：www.qhpaimai.com（青海省拍卖行）
www.caa123.org.cn(中国拍卖行业协会)
www.qhspx.com（青海省拍卖行业协会）

咨询电话：0971-8223656 13139089169 尹先生
13709724317 冯女士

注：中国拍卖行业AA企业
青海省拍卖行

2018年8月1日

海东市市直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取消车辆拍卖公告

税务部门征收五险影响几何

这是正在施工的新建福厦铁路泉州
湾跨海大桥（右侧）与已经通车的泉州湾
跨海大桥公路桥（7月31日无人机拍摄）。

近日，福建多地持续高温，位于
福建省石狮市境内的新建福厦铁路
泉州湾跨海大桥施工正紧锣密鼓进

行。为确保大型机械能按时顺利入
场，当地供电部门加紧进行配套电网
基建施工。新建福州至厦门高速铁路
是国内首条跨海高铁，其中泉州湾跨
海大桥全长约 20.3 公里，海上部分长
9 公里。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福厦铁路泉州湾跨海大桥紧张施工福厦铁路泉州湾跨海大桥紧张施工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31日电（记者
于嘉 邹予）内蒙古自治区首条高铁——
张呼高铁铺设轨道施工31日顺利完成。

记者在张呼高铁建设工地附近看
到，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伴随着铺轨机
组的作业轰鸣声，缓缓落入轨枕承轨槽，
标志着张呼高铁全线铺轨贯通。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
限公司了解到，为安全有序推进铺轨工
作，建设和施工单位克服昼夜温差大，工
艺、标准要求高等实际困难，采用目前最

先进的CPG-500型长轨铺轨机，以组摊
铺法进行铺轨，实现轨枕布设和长轨推
送同步进行。

张呼高铁全长286.8公里，途经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和河北省张
家口市，设计时速250公里。其中，呼和
浩特东至乌兰察布段已于 2017 年 8 月 3
日开通运营。未来，张呼高铁将与在建
的京张高铁同步开通运营。届时，呼和
浩特前往北京的旅行时间将由目前最快
9小时缩短到3小时以内。

新华社成都7月31日电(谢佼 吴正
琪) 记者31日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
限公司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成昆铁路阿
寨站至白果站区间30日深夜突发泥石流
水害，致使行车中断。目前，铁路部门正
全力组织抢修。

7 月 30 日 21 时许，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越西县境内成昆铁路白果站段，
突发泥石流掩埋线路。由于稍早前铁路
部门启动了强降雨封锁线路应急预案，
灾害发生时未有列车途经此地。

事发后，铁路部门启动灾害响应，31

日凌晨组织500余人及8台挖掘机、装载
机等重型设备连夜抢修。铁路部门勘查
发现，灾害发生地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

“路堑地段”，泥石涌上铁道线，冲击掩埋
车站站线及铁路供电接触网等设施。

受此次水害影响，途经成昆铁路运
行的多趟客车折返、停运。其中，7月31
日成都与西昌、攀枝花、昆明对开的多趟
列车停运。与此同时，成都、峨眉、汉源、
甘洛、西昌等车站连夜加开退改签窗口，
截至31日8时，铁路部门共办理退票、改
签1680余张。

新华社（记者赵文君）7月31日，国家
药监局新闻发言人就公众关注的武汉生
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武汉生物）百白破疫苗介绍有关情况。

问：武汉生物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
不合格是如何发现的，究竟是什么问题？

答：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在国家
药品抽检中发现，武汉生物生产的批号
为 201607050-2 的百白破疫苗百日咳效
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白喉、破伤风效
价指标符合规定。有关信息已于2017 年
11月3日向社会公布。

经现场检查和企业回顾性分析，武
汉生物该批次疫苗效价不合格的主要原
因是分装设备短时间故障，导致待分装
产品混悬液不均匀，属于偶发。

问：发现武汉生物百白破疫苗效价
指标不合格后采取了什么措施？

答：发现效价不合格后，原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即派出检查组对企业
全面现场检查，并会同原国家卫生计生
委部署做好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处置工
作，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驻武
汉生物，企业及时封存和召回不合格疫
苗 。经 查 ，武 汉 生 物 2016 年 生 产 的
201607050-2 批次效价不合格疫苗共计
400520 支，销往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190520 支，销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210000 支。企业召回全部未使用的
疫苗，并于2018年5月4日在武汉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监督下进行了销毁。
按照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要
求，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督企
业整改，武汉生物加强关键工艺设备的
维保工作，保证设备正常运行，修订分装
规程，加强分装过程质量控制，加强人员
培训，提高人员质量意识，确保质量管理
体系有效运行。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企业有效
期内的其他批次百白破疫苗进行抽样检
验，检验结果符合规定。在随后批签发工作
中，对企业连续生产的30批百白破疫苗效
价进行检测，结果全部符合规定。2018年3
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再次派
出检查组，对武汉生物百白破疫苗整改情
况进行检查，企业已经完成整改，符合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GMP）。

问：对武汉生物百白破疫苗效价指
标不合格是如何处罚的？

答：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要
求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武汉生物
依法规、按程序进行处罚。2018年5月29
日，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照《药品
管理法》有关法律法规，对武汉生物作出没
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介绍武汉生物百白破疫苗有关情况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介绍武汉生物百白破疫苗有关情况

成昆铁路因四川凉山泥石流中断成昆铁路因四川凉山泥石流中断

最新公布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
要求，从2019年1月1日起，将基本养老保险费、
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
育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
征收。虽然只是变了一个收钱的部门，但这个
改革直接关系着企业的人力成本和员工个人的
钱袋子。一些员工到手的工资可能会因此而降
低，但却可以让自己的社保待遇大为提高。

多半企业社保基数并不合规多半企业社保基数并不合规
听到这个消息后，51社保创始人兼CEO余

清泉的第一反应就是“社保合规时代全面到来
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过去我们的社
保缴费合规的比例并不高。虽然每个人的工资
条上，每月都会被扣掉一部分社保费用，也知道
单位缴的远比个人缴得高，但却很少有人会去
算算，这个缴费金额是不是符合规定。

作为国内最大的社保第三方专业机构，51
社保每年都会发布一份《中国企业社保白皮
书》，这是对中国企业社保现状的深度报告。
2013 年社保白皮书的调查数据显示，只有 31%
的单位做到了合规缴纳，统一按最低基数缴纳
的占到近1/3；而民营企业和50人以下小规模企
业尤为严重，合规缴纳占比不到 20%。2015 年
社保白皮书显示，参保基数的合规性为38.34%，
虽然比两年前提升了近8个百分点，但这个数字
仍不乐观，还不足总数的一半。也就是说，大多
数企业都没有按照员工的实际收入缴纳社会保
险费。到了2016年，参保基数合规性出现大幅
度下滑，从2015年的38.34%降到了25.11%，降低
了13个百分点。2017年的报告显示，由于成本
过高，基数合规的企业比例停滞不前，甚至还略
有下滑，基数合规企业比例仅为24.1%。

社保低缴成为社保低缴成为““公开的秘密公开的秘密””
过去，个税和社保由税务和社保两个部门

分别征收，单位在向社保部门申报社保缴费基
数时，私下搞点小动作是很常见的，“低缴”甚至
成了业界公开的秘密，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事业
单位也会这么做。通常的操作方式就是，虚报
员工的工资总额，将这个数字做低，这样就可以
降低社保缴费基数，公司和员工都可以少缴社
保费用。

记者了解到，社会保险项目均是企业法定
缴费义务，其征收工作以参保人的实际收入为
费基，按固定费率缴费。目前社保费的缴费基
数上限是上一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
下限以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平均数60%为缴费
基数。以2015年的情况为例，社保白皮书披露，
不合规的企业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逃避缴费：
24.01%的企业统一按照最低基数缴纳，17.96%的
企业按照内部分档基数缴纳，还有15.2%的企业
只算固定工资部分而不算奖金。从单位性质和
规模上看，基数合规问题比较严重的出现在民
营企业以及50人以下的小规模企业。

工资虽降低待遇会提高工资虽降低待遇会提高
众所周知，税务部门对于工资总额的计算

有着一套极其精准和严格的统计方法，工资的
计算口径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构成
的规定》执行，用人单位和个人想要偷税漏税是
很困难的事情。如果由税务部门收取社保费
用，用人单位申报后，税务机关依据缴费文件的
规定，自动生成参保单位及个人的缴费基数。
这样一来，单位再想虚报社保缴费
基数就不那么容易了。

此次改革的消息发布后，一些
职工开始担心，社保要实打实地缴
费了，自己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结
果确实如此。社保不能低缴了，不
光单位不能“偷奸耍滑”，个人要缴
纳的费用自然也提高了。假设之前
某员工实际工资 10000 元，单位按
5000元基数交社保，在不计算个人
所得税的情况下，大概要扣除1110
元的社保费用；以后如果真正按
10000 元基数，就要缴纳 2220 元的
社保，到手工资直接降低 1100 元。
而且工资越高，这个差距会越明显。

正因为这一点，一些员工并不
欢迎由税务部门来征收社保，他们
觉得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自
己的收入降低。从短期来看，确实
如此，可是从长远来看，社保被低缴
对个人来说是损失很大的，合规缴
纳对自己的各项社保待遇会有比较
好的保障。

首先，从医保来说，虽然缴费数
额多少，并不影响医保报销的比例，

但瞧瞧自己手里那张医保存折，就会发现有点
不对劲的地方。单位少报缴费工资，影响最直
接的就是我们医保账户中的“救命钱”。缴费工
资报少了，划入个人账户的金额也就相应减少
了。因为每月划入个人账户的比例是缴费工资
的3％左右，如果单位少报1000元工资，那么每
月划入个人账户的金额就会减少30元，一年算
下来就少了360元。

第二，单位少报缴费工资，还会影响到职工
退休后的“养命钱”。基本养老金是由基础养老
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其中，基础养老金
依据参保人员在职期间的缴费工资和全市职工
平均工资的比值计算。职工缴费工资越高，基
础养老金也会越高，同时个人累计账户金额也
会越多，退休时领取的基本养老金也越高，反之
则越低。

第三，受少报缴费工资影响的，还有职工工
伤待遇。如果职工发生工伤，其工伤残津贴、工
伤职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待遇的发放，都参
照职工申报的缴费工资计算。以发生四级伤残
为例，如果单位少报1000元，职工将少拿伤残补
助金21000元，同时每月还将少拿750元伤残津
贴。单位省了小钱，却会给职工带来巨大的损
失。

第四，女职工如果生育需要申请生育津贴
的话，这笔钱也跟社保缴费基数有着直接的关
系。以北京市为例，生育津贴是以职工所在用
人单位月缴费平均工资为基数，如果单位社保
低缴的话，员工能拿到的生育津贴自然也就按
照被做低的基数计算了。所以常常会出现这样
的情况——一个月薪一万多的女职工，生育津
贴却只有每月几千元，有人被扣完杂七杂八的
费用之后，竟然还欠单位钱。

社保费率高企业盼减负社保费率高企业盼减负
从员工可以享受的社保待遇来说，社保费

用改由税务征收当然是件好事；但另一方面，社
保的合规缴纳将直接提高企业的社保负担。近
年来，企业所面临的人力成本过高问题已经饱
受诟病。此前，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
育五项社保的缴费比例，企业为29.8%（包括养
老20%、医疗6%、失业2%、工伤1%、生育0.8%），
个人已经达到 11%左右，合计超过了工资的
40%。2016年虽然调整了部分险种的缴费费率，
但下降幅度并不大，例如缴费占最大头的养老
保险，单位缴费费率从20%下降到19%，只下降
了一个百分点，还是让企业觉得降低比例太少，
减负作用有限。

“现在经济形势不好，企业本来就挺困难
的，以前把社保做低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企
业算工资，一般说的都是税前的，可员工算工
资，一般都是指实际拿到手的。假如一个员工
到手的工资有一万多，那企业实际付出的可远
远不止这个数，大概要一万六七的样子，很大一
部分都是税、住房公积金和社保的费用。现在
缺人缺得厉害，却不敢招人，就是因为人力成本
实在太高了，招不起、不敢招。”一家人力资源公
司的经理李先生表示，大家当然希望所有的事
情都能合规合法，企业也不用冒着被查的风险，
但希望政府部门也能体谅一下企业的难处，减
轻一下企业的负担。

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