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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方案已经形成

取消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
将适时试点
2017 年末，全国收费公
革，降低过路过桥费用。对
路里程为 16.37 万公里，占
此，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
公 路 总 里 程 477.35 万 公 里
长孙永红在 8 月例行新闻发
的 3.4%，比例较 2016 年下
布会上透露，目前已经形成
降了 0.2 个百分点；累计建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修
设投资总额 82343.9 亿元， 订方案，正在征求相关部委
较上年末净增加 6486.4 亿
和地方政府的意见，进一步
元，增长 8.6%。随着里程数
修改完善后，将公开征求社
和投资总额的增加，债务余
会意见，并配合相关部门加
额 也 继 续 扩 大 ，同 比 增 长
快推进修订进程，力争尽快
8.8%达到 52843.5 亿元。通
出台实施。此外，还就其他
行费收支缺口为 4026.5 亿
降低过路过桥费用的措施
元，比上年减少 116.8 亿元， 形成了初步方案。
下降 2.8%，为 2010 年来首
今年 5 月份，国务院常
降，但依然较大。这是最新
务会提出进一步加强实体
发布的《2017 年全国收费公
经济的物流成本措施，其中
路统计公报》透露的信息。
包括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界收费站。
“ 取消高速公路
提出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
省界收费站会打破原来以

省为单位的收费体制。这
看似简单，实际上涉及技术
攻关、设施建设、运营管理
机制和制度的修订和重构，
工作量非常大。”孙永红表
示，交通部经过三个多月的
集中调研和论证，目前部级
层面初步形成了总体的工
作方案和技术方案。正在
组织开展技术测试和验证，
并且同步研究取消省界收
费站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和相应的对策。下一步将
选择条件成熟的地区，适时
开展试点工作，在总结经验
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相关
方 案 ，逐 步 全 国 推 广 。
■新华网

日本夏季连日高温
“阳伞男子”成为热潮
据日媒报道，今年夏天，
日本持续出现破纪录的高温
天气，阳伞作为防晒的有效
手段之一，重新受到了人们
的关注。在此之前，阳伞并
未在男性中得到普及，但今
年连日的高温热浪让“男人
的阳伞”
大受欢迎。
日本环境省 2011 年公
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脱掉上
衣外套、撑起阳伞可抑制 2
成出汗量。环境省呼吁“有
必要开发、普及男性用阳伞
商品”。
2013 年 在 高 知 县 四 万
十市，曾创下日本国内观测
史上最高气温纪录 41.0 度，
酷暑中男性用阳伞销量大

增，众多媒体报道了这一新
闻后，
“ 阳伞男子”一词入选
新语・流行语大奖作为候补
用语。然而，该词在此之后
却未得以普及。
但在今年，由于日本最
高气温连日达到 35 度以上，
情况似乎出现了变化。在银
座的一家商店中，男性用阳
伞销量从酷暑炎炎的 7 月中
旬起急剧上升，达到 7 月上
旬的 6 倍左右。据悉，购买
者包括年轻商务人士和年长
人士，年龄层颇为广泛。
店铺负责人表示：
“‘有
男性用的阳伞吗？’这类相关
询问和阳伞的销量连年增
加，或许是今年高温不断，阳

伞才变得更为需要吧。
”
据报道，有男性表示撑
着阳伞走在街上有些害羞。
为了避讳周围人的目光，特
意把伞向前倾斜以隐藏自
己。对此，哲学家兼早稻田
大学教授森冈正博说：
“并不
像你所想的那样，大家都在
看你。”森冈教授大约 5 年前
起便开始使用阳伞，已经是
位
“行家”
。
森冈教授指出：
“虽然撑
阳伞的男性还很少，不过我
觉得不够有男子气概这样的
看法正在淡化。近几年，性
别的界限变得模糊，男性撑
阳伞也无妨的观点也正一点
点在蔓延。
”
■中新网

淮安市清江浦区公交场站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该项目位于清江浦区西安路东侧、华清路南侧，规划用地面积 23534.5 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3068.08 平方米，容积率 0.13，绿地率 20%，建筑密度 10.9%。 现通过淮海晚报、市规划局网
站和项目现场对该方案进行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从 2018 年 8 月 28 日至 2018 年 9 月 10 日。
如果对方案有意见或建议，请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前以书面形式反馈至淮安市规划局工业园
区分局，或者向市规划局法规处提出听证申请。
淮安市规划局工业园区分局联系人：许继法 虞媛
淮安市规划局法规处联系人：缪源
联系地址：朝阳西路 106 号清浦工业园区管委会 423 室

天下 A15

电话：
89880092

联系电话：83515991
联系电话：83660127
规划局网站：ghj.huaian.gov.cn
2018 年 8 月 28 日

个税法修正案草案
昨日二审
起征点 5000 元未更改

备受社会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
案 27 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二次审议，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徐辉向大会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二审稿中的一个新变化是，赡养老人的
支出也予以税前扣除。由此前居民个人的子
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
利息和住房租金等四项支出可以在税前予以
扣除，增至五项。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
关方面提出，为了弘扬尊老孝老的传统美德，
充分考虑我国人口老龄化日渐加快，工薪阶
层独生子女家庭居多、赡养老人负担较重等

实际情况，建议对于赡养老人支出，也予以税
前扣除。
徐辉在报告中指出，这次改革，通过提高
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增加专项附加扣除，优化
调整税率结构、扩大低档税率的级距等方式，
减轻了广大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使个人所得
税税负水平更趋合理，实现了从分类税制向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重大转
变，
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
关于个税起征点，记者发现，二审稿中未
对起征点进行修改，维持了一审稿中起征点
调至每年 6 万元，
即每月 5000 元不变。
■中新网

柬警方：5 中国男子持枪
抢银行落网是假新闻
柬埔寨国家警察总署高级警官 26 日向媒
该“新闻”被网友疯狂转载，更有网友留言称，
体表示，当日网络媒体发布的持枪抢劫银行 “看吧，都说了这个肯定是中国人干的。
”
的 5 名中国籍男子落网是假新闻。
23 日 12 时，5 名劫匪持两支短枪闯入金
当日，有社交媒体在网上发布一则新闻， 边市桑园区一家兴业中印银行劫走约 10 万
标题称“大白天抢劫银行的劫匪已经落网，就
美元，得手后逃逸。 ■中新网
是中国人”，并配发酷似中国 5 名男子照片。

让中老年朋友：

尽情享受智能生活
专为老年人使用习惯研发
众多中老年手机用户特别期待拥有
一款独具老龄特点的智能手机，以融入当
今愈益汹涌的“互联网 +”潮流，但在国内
智能手机的群雄逐鹿中，市场上还没有一
家专门为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智能手机
品牌。 深圳诺亚信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因
爱而生、为爱而来，把目光定格在了中老
年人这个特殊的群体上，并且身体力行为
中老年人群提供时尚、便捷、实用的智能
化服务， 着力研制适合中老年用户的 4G
网络的智能手机。

多中老年人喜欢看的实用资讯，为中老年
人搭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互联
网生活平台。 这些独特新颖、富有创新活
力的功能让不少中老年朋友把它视作生
活的贴身小助手。

让生活不因年老而止步

和年轻人一样跟上时代
现在很多老年朋友， 不会微信、QQ、上
网，感觉自己落伍了，不仅身体老了，心气和
头脑也老了，现在智能化时代，智能产品和
互联网带来的便利， 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
落，如果不学习，真就被时代淘汰了，智能
4G 手机，简单好学，快速就学会，从此和年
轻人一样，与时代同进步，随时看电影、电视
剧、浏览新闻、再加上大字体及手写功能，无
需忍受打字的痛苦。

操作简单 一看就会 为爱而来

开启幸福的互联网新生活

售后保障：手机为厂家全新正品，严格
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桌面系统，时
尚美观， 解决了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 实行国家三包政策，让您购物无忧。
活动详情：关爱老人，本次活动不设专
最大痛苦， 操作上的革新更体现了创业团
卖店，不设销售点，以电话直销的形式全国
队的用心，如：大字体、大图标、大声音、生
动形象的一键即通亲情通讯录 （可放亲友 统一订购。 厂家直接发货，快递免费送货上
照片）、曲艺杂谈播放器、外放收音机、老黄 门，货到付款。 手机市场价 1980 元 / 部，活
历、一键开启手电筒等；该手机不但可以看， 动期间特价：598 元 / 部，仅供 600 台，数量
还可以
“
听”，不管是来电、短信、新闻和健康 有限，订完为止！
频道的资讯都可以用语音功 能“播”出来。
订购热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诺亚信智能手机 （遇占线请拨大客户专线 13161571116）
每天滚动推送新闻、健康、财经、旅游等很
全国免费发货，货到付款。 优惠代码：158

400-9609-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