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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记者 白阳）火热
的7月，一批关系你我的新规开始施行。从明
确减征、免征印花税的情形，到禁止价格欺诈
行为，再到加强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不断
完善的法治，让你我更有获得感。

税收立法再进一程税收立法再进一程

降低部分税率、减轻企业税负……2022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
法》，将印花税暂行条例和证券交易印花税有
关规定上升为法律，是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的最新成果。

本法规定，农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购买农业
生产资料或者销售农产品书立的买卖合同和
农业保险合同；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采购药
品或者卫生材料书立的买卖合同；个人与电子
商务经营者订立的电子订单等情形的，凭证免
征印花税。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
对居民住房需求保障、企业改制重组、破产、支
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等情形可以规定减征或
者免征印花税，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

本法还对印花税的纳税地点、扣缴义务
人、计征方式、印花税票的使用管理等事项予
以明确。

不得通过虚假折价等方式销售商品不得通过虚假折价等方式销售商品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自2022
年7月1日起施行，对价格欺诈行为的概念予
以界定并作出明确禁止。

规定列举了价格欺诈的主要情形，如谎称
商品和服务价格为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
通过虚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
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
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
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等。

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不得
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
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经营者没有合理
理由，不得在折价、减价前临时显著提高标示
价格并作为折价、减价计算基准。

交易场所提供者应当尊重场所内（平台内）
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
场所内（平台内）经营者参与价格促销活动。

进一步加强化妆品生产质量监管进一步加强化妆品生产质量监管

《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自2022年7月
1日起施行，对化妆品生产机构及人员、质量保
证与控制、物料与产品管理等方面作出规范。

规范明确，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受托生产
企业应当诚信自律，按照要求建立生产质量管理
体系，实现对化妆品物料采购、生产、检验、贮存、

销售和召回等全过程的控制和追溯，确保持续稳
定地生产出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化妆品。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受托生产企业应当
建立并执行产品质量投诉管理制度，指定人员负
责处理产品质量投诉并记录。质量管理部门应
当对投诉内容进行分析评估，并提升产品质量。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应当建立并实施化
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和评价体系。受托生产企
业应当建立并执行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制度。

铁路旅客禁止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发生变化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发生变化

国家铁路局、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公
布＜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
＞的公告》，自2022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与现行规定相比，新版目录增加规定，公
益性“慢火车”可以允许旅客随身携带少量家
禽家畜和日用工具农具。铁路运输企业与旅
客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军人、武警、公安
民警、民兵、射击运动员等人员依法可以携带、
托运枪支弹药或者管制器具的，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
新版目录还明确了指甲油、普通打火机、

充电宝、锂电池等物品的限制携带要求，及管
制刀具判定标准。酒精、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大
于70％或者标志不清晰的酒类饮品禁止托运
和随身携带。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提高

自2022年7月1日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
扶助制度的扶助标准将提高。

为解决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特殊困
难，我国于2008年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
扶助制度。根据新标准，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特
别扶助金标准由每人每月450元提高至每人每
月590元；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由
每人每月350元提高至每人每月460元。

调整标准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
政共同承担并按规定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中央
财政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分档
安排补助资金。

上海市电影局6月30日发布公告，符合
条件的上海市内电影放映场所可于7月8日
起恢复开放。恢复初期，采取网络实名售票，
上座率上限为50％，电影观众须间隔落座。

根据上海市电影局制定的文件，上海将
进一步规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电
影放映行业的防疫举措，同时对电影放映行
业加大纾困扶持力度，进一步提振行业信
心，力促全面复苏。

相关公告显示，上海电影放映场所要在
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恢复
开放，在各区电影主管部门和疫情防控部门
的指导下，完成恢复开放的准备工作，并向
属地管理部门报备后，方可开放。

据上海市电影局介绍，电影放映场所负

责人是本单位疫情防控的第一责任人，要切
实履行主体责任。影院恢复开放初期，上海
还将重点做好影院员工日常健康监测管理、
场所防控管理、入场观众管理、合理安排场
次、加强疫情防控宣传教育等，确保观众安
全观影。

数据显示，2022年春节假期，上海电影
市场以2.59亿元总票房领跑全国各城市电
影票房。为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3月10
日起，上海全市电影院暂停营业。数月来，
上海市电影局对全市影院行业开展了三轮
摸排调研，有针对性地推出系列纾困政策，
通过发放影院疫情停业补贴、影院复工复市
补贴等，多措并举助力行业复苏。

据新华社

上海市电影局：7月8日起市内影院逐步恢复开放

记者 6 月 30 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
截至 6 月 29 日，全国累计曝光骗取留抵退
税典型案件497起，其中团伙案件17起，有
力警示震慑了不法分子。国家税务总局30
日再曝光4起典型案件。

案件一：安徽查处一起骗取留抵退税
及出口退税团伙案件。铜陵市税务稽查部
门根据分析线索，联合公安经侦部门打掉
一个骗取留抵退税及出
口退税犯罪团伙。经
查，该团伙通过成立空
壳公司，利用增值税即
征即退政策，为团伙内下游企业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 1.46 亿元，下游企业
利用虚增进项继续对外虚开，并骗取留抵
退税 14.75 万元、骗取出口退税 570.16 万
元。税务稽查部门依法追缴骗取的留抵退
税款，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拟处 2 倍罚
款。目前该案件骗取出口退税的犯罪事实
已由公安经侦部门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

院审查起诉。
案件二：天津查处一虚开团伙骗取留

抵退税案件。天津市税务稽查部门根据分
析线索，联合公安经侦部门依法查处一起
虚开团伙骗取留抵退税案件。经查，该团
伙控制多家空壳公司，通过取得虚开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虚增进项税额、进行虚假申
报等手段，骗取留抵退税 61.09 万元；同时

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 8.7 亿
元。税务稽查部门依法追缴骗取的留抵退
税款，正对其他涉嫌利用虚开发票骗取留
抵退税的企业开展深入检查。目前，公安
经侦部门对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对1名犯罪嫌疑人进行网上追逃。

案件三：贵州查处一装饰工程公司骗
取留抵退税案件。贵阳市税务局稽查部门

根据税收大数据分析线索，依法查处贵阳
祥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骗取增值税留抵退
税案件。经查，该公司通过未按规定确认
营业收入、减少销项税额、进行虚假申报等
手段，骗取留抵退税 571.61 万元。税务稽
查部门依法追缴该公司骗取的留抵退税
款，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拟处1倍罚款。

案件四：税务人员在企业骗取留抵退
税中涉嫌违纪被立案审
查案件。山西省税务局
纪检机构在对一起骗取
留抵退税案件开展“一

案双查”时，发现涉案企业由山西省忻州市
某县税务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戴某的家
人实际控制，某税务所所长林某某鉴于戴
某是其原分管领导，明知企业存在风险疑
点，仍违规审核通过，造成企业骗取留抵退
税。戴某、林某某涉嫌违纪。目前，当地税
务部门纪检机构已对以上2人立案审查，将
依纪依法严肃追究其责任。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
6月30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7月1日开始，2022年铁路暑运工作正式拉开
帷幕，至8月31日结束，共计62天，全国铁路客
流呈逐渐回暖趋势，预计发送旅客5.2亿人次、
高峰日发送旅客1000万人次。

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充分用好京广高铁
京武段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线路和郑渝高铁
襄万段、济郑高铁濮郑段、和若铁路、北京丰台
站等新线新站开通运营增加的运力资源，优化
客运产品供给，满足沿线旅客出行需求；密切
关注各地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和旅游等重点行
业恢复情况，根据12306大数据科学分析掌握
旅客出行规律，精准实施“一日一图”，适时增
开旅客列车。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将服务迎峰度夏电煤
需求，开展电煤保供专项行动，加大运力投放，
用好大秦、唐包、瓦日、浩吉等主要煤运通道和
兰新、格库等繁忙干线，提升山西、陕西、内蒙
古、新疆煤炭主产区电煤外运能力；主动对接
各大电厂运输需求，密切关注电煤供、耗、存情
况，科学制订运输方案，实行应装尽装，预计暑
运期间日均电煤装车在6万车左右，同比提高
1万车以上。全力保障防疫、涉农等国计民生
重点物资和企业原材料、产成品运输需求，确
保安全高效送达，为企业复工复产和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提供运输保障。

6月30日，游客在上海迪士尼乐园里合影留念。
当日，上海迪士尼乐园恢复运营。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游客须持有随申码绿码及72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进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及主题乐园。为方便老人和儿童，度假区支
持使用“亲属随申码”和“离线码”。 新华社记者 任珑 摄

上海迪士尼乐园恢复运营上海迪士尼乐园恢复运营

2022年铁路暑运预计
发送旅客5.2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 6月 30 日电 为进
一步完善药品供应保障政策，满足
人民群众对于氯巴占等国外已上
市、国内无供应的少量特定临床急
需药品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联合印发

《临床急需药品临时进口工作方案》
和《氯巴占临时进口工作方案》（以
下分别简称《方案》和《氯巴占方
案》），发布了牵头进口和使用氯巴
占的 50 家医疗机构名单。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两个方案的制定与公布，有利于
稳妥解决患者少量特定医疗需求问
题，对于指导医疗机构规范临床使
用，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此外，需临时进口的药品中，有
很多已在国外注册上市使用多年，
因此鼓励国内有能力的生产企业加
快仿制，同时，也鼓励临床急需的境
外药品生产企业积极在中国申请注
册上市。

《方案》属于总体指导性文件，适
用于国内无注册上市、无企业生产或
短时期内无法恢复生产的境外已上
市临床急需少量药品。其中，临床急
需少量药品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药品：用于治疗罕见病的药品；用于
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且尚无有效
治疗或预防手段的药品；用于防治严
重危及生命疾病，且具有明显临床优
势的药品。

《氯巴占方案》根据《方案》的有
关规定，在前期摸清临床用药需求
量和医疗机构资质的基础上，明确
了氯巴占临时进口的申请工作流
程、药品使用管理、处方医师的资质
条件和管理要求、相关方权责等内
容，作为临时进口药品使用管理的
个体方案。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氯巴占属于国家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品种目录中第二类精神药品，

《氯巴占方案》对选定使用的医疗机
构条件、处方医师的资质条件和管理
要求进行了明确和细化。根据对诊
治能力的评估，为保障各地患者用药
需求，各省份至少选定一家医疗机构
可以使用氯巴占。

同时，《氯巴占方案》明确了每
张处方最多不得超过 1 个月用量，
公布了牵头进口和使用氯巴占的
医疗机构名单，北京协和医院为牵
头进口医院。选定使用的医疗机
构条件包括：三级医院；具有癫痫
亚专科或相关专业医生，从事癫痫
或儿童癫痫诊治 10 年以上；具有氯
巴占临床安全使用规范及应急预
案，建立临床、药学、医务多学科诊
疗团队。

一批关系你我的新规7月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曝光4起典型案件

两部门发布

氯巴占临时进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