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2月12日 星期四 广告
责编/朱忠诚 蒋继斌 审读/胡红亚

美编/严勇杰
天下 A15

!"#$
!!"#$%&'()*+,*+-++(.
!$%&'()!"*+,-+.*-+/0

1234
56789:12

!"#$%&'%()*+,$-"
./#0%'-&1)*+$$22"
3"4#-'56789:;<
=>?@A$02B$&2$%-B;%;<

!=>?@;%;AB+CDECCC/
!FG;%;<HI+CCC+DEEJKLM

!NOPQRSTUVWXYZ
[\]W^*,,-,,C*EE+_`

abcd
!ef87g8hijk!"#$%#&!
!/01234567*,8+(+9+!"#$

!"
#$ !"##$$$%

!"#$ !%&'(

'()*+,-./01!"23456789:#$;#$%%<

%&'(
CDEFGHIJ*

KGLMNIOPQRS
TUVIWXYZ[L)
\]^MN_`a

bc*d
!"#$%&'()*

+,-

ef-2$&g$$h-%i
DEGLIjklm^nY
o*KpMqrJs%%22t
uvwxyz{2tuvw
xI|}~*da!"v#
$*d%i&,{i'()J
*KS*!+,-./0a
=>?@ABCDEF

!"#$ )*+,-./012345
123456v7

J*K89p:;2<E=>=>v?;9
@A0BICDB{22uE"&IFGHIJ?"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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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
步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引起了国人广泛
关注。

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7年，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实现
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
必须有知识，有人才”。1988年，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
国的先导，摆在我国发展战略的首位。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速科学
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同
月，为全面部署落实这一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
国科学技术大会。

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批准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科教
兴国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方针和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
1997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将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我国
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一。 据新华社

1996年10月，一个指导中国精神文明建设跨世纪发展的
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上获得通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邓小
平提出：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进入上世纪90年代，在深化改
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继续推动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

1996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
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总的要求和
今后15年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

决议指出，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是：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
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
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
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
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据新华社

科教兴国战略

要两个文明一起抓

记者11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
务总局近日发布提醒，对2020年继续享受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的七个常见问题进
行了解读。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如果个人专项附
加扣除信息、任职受雇单位等信息与2019
年情况都没有发生变化，就无需办理2020
年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确认，最大限度便利
广大纳税人。

明年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究竟是否需要
确认？如果想修改信息要如何操作？一起
来看看以下七大提醒！

2019年已经在单位办理过专项附加
扣除，明年想继续在单位办理，该怎么办？

国家税务总局：如您2019年已享受过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并需要2020年在单位继
续办理扣除，您需根据政策享受条件并结
合明年您的实际情况，在今年12月份及时
关注前期填报信息的变化情况；如有变化
请及时修改。

为减轻广大纳税人负担，税务机关进
一步简化操作流程，如果您不进行修改，已
填报的扣除信息将自动视同有效并延长至
2020年。但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您明年专
项附加扣除信息发生变化，根据《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有
关规定，您应当及时向扣缴义务人或者税
务机关提供相关信息，以免对您及时、准确
享受政策甚至个人信用产生影响。

今年已经填报过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为什么还要在12月份予以关注？

国家税务总局：您今年填报的专项附
加扣除信息，是依据今年情况填报并享受
政策的；如相关情况发生变化，您需要及时
据实更新。在岁末12月份提醒您关注这些
信息，也是请您结合明年实际情况，确定这
些信息在明年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需要
您及时调整、修正。为简化操作流程、切实
减轻办税负担，税务机关已预填好相关信
息，您只需通过手机App、网页等渠道查看
并修正相关信息即可。

如果未及时关注并修正相关专项附加
扣除信息，会有什么影响？

国家税务总局：如果未能及时关注、修
改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可能会对明年继续
享受政策带来一定影响。比如，如您的任
职受雇单位发生变化而未更新，新的任职

受雇单位将无法获取您的相关信息并据以
办理扣除；再如，如您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
策的条件发生变化而不进行修改、仍按原
条件在明年继续享受，还可能影响您的纳
税信用。

2019年通过填写电子模板方式报送
单位办理专项附加扣除，如果要修改明年
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相关信息，该怎
么办？

国家税务总局：为便于您更便捷、准确
享受政策，推荐下载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
登录税务局官方网站，对您2020年的专项
附加扣除信息进行修改；前期您填报的信
息已经预填并可通过上述渠道查看。您也
可以将前期电子模板填报的专项附加扣除
信息打印出来，修改并签字后交给单位，单
位可据此为您办理 2020 年的专项附加扣
除。

如果今年有符合条件的专项附加扣除
但未填报，该怎么办？

国家税务总局：如果您2019年有符合
条件的专项附加扣除但未在领取工资薪金
时享受，您需要先填报专项附加扣除相关
信息，并在单位发放最后一个月工资前报
送至扣缴义务人，才能在今年剩余月份补
充享受2019年的专项附加扣除。如果时间
上来不及，您也可在2020年3月1日至6月
30日办理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自行申报享
受。

如果12月份补充享受了2019年符合
条件的专项附加扣除，明年想继续享受该
怎么办？

国家税务总局：如果您已填报了 2019
年符合条件的专项附加扣除，您可以登录个
人所得税App或者税务局官方网站相关界
面，选择“使用此前数据自动生成2020年专
项附加扣除确认信息”功能，并点击“一键确
认”完成确认；如果相关信息没有变化，即便
您没有进行上述操作，系统将在明年继续按
您填报情况自动为您办理扣除。

如果今年没有但明年有符合条件的专
项附加扣除，该怎么办？

国家税务总局：如您2020年有符合条
件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您可以通过手机下
载个人所得税App或者登录税务局官方网
站进行填报。 据新华社

明年如何继续享受个税专项附加扣除？
七大提醒来了！

·新中国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