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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开始工作，却在个税App上查询到工资记录！最近一段时间，有不少大学生发现自己莫名“被入职”。记者从国家税
务总局了解到，近期税务部门与公安、教育等部门依法查处了一批冒用个人身份信息涉税案件，涉及北京、河北、宁波、深圳
等地多家企业和部分地区高校学生。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大学生信息泄露多指向学校内部。一些企业利用买来的大学生信息虚假申报，借此偷逃税。

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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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沙群岛综合科学考察项目
2020年度综合航次任务完成

据新华社广州8月6日电（记者荆淮侨）中
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6日通报，中沙群岛综
合科学考察项目已于7月底完成了2020年度的
综合航次任务。此次科考证实，近三年来南海岛
礁长棘海星灾害呈愈发严重的态势。

据介绍，今年的中沙综合科考组织了三艘调
查船分阶段、分类别开展，完成了中沙大环礁、一
统暗沙、神狐暗沙等水域的地形地貌、水动力、气
象、化学、生态、生物等任务的调查取样，并重点在
中沙大环礁开展了水下珊瑚礁地质钻探。

中沙群岛综合科学考察项目首席科学家林
强表示，这些工作为清晰认知中沙群岛的生态环
境、生物资源，精细绘制中沙群岛海域的地形地
貌，准确掌握中沙岛礁的地层特征信息奠定了更
加坚实的基础。

我国成功发射高分九号04星
搭载发射清华科学卫星

新华社酒泉8月6日电（李国利 朱霄雄）6
日12时0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九号04星送入预定
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据了解，这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清华科学卫星。
高分九号04星是一颗光学遥感卫星，地面像

元分辨率最高可达亚米级，主要用于国土普查、城
市规划、土地确权、路网设计、农作物估产和防灾减
灾等领域，可为“一带一路”建设等提供信息保障。

搭载发射的清华科学卫星由清华大学负责研
制，将在轨对重力卫星系统设计方法、基于双频
GPS的精密轨道大气密度测量方法等理论与技
术进行飞行验证。

8月6日12时0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九号04星
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有不少大学生莫名“被入职”

一些企业借买来的大学生信息偷逃税

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案件中，
北京某设计咨询公司冒用高校25名大
学生身份信息进行虚假申报，虚列人
员成本45.26万元，偷税11.25万元；宁
波3家公司冒用779名大学生个人信
息，虚假申报个人收入1962万元，逃避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392万元。

重庆大学的茶茶就被一家公司入
职了。“个税App记录显示，我从2019
年7月开始任职于宁波众平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每月工资4975元，已申报税额
0元。”她说，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也不
曾签订入职合同，更没收到过工资。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此前发布
公告，表示有学生反映个人信息被不
法企业冒用，用于虚假报税。

陕西、河南等地多所高校也都出

现此类事件。原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
院大一至大四年级共有614名学生个
人纳税记录异常，其中涉及3人以上的
企业22家，可能存在冒用信息、虚发工
资的情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部分学
生查到工资记录但并未就职。

深圳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一
科副科长张晓丹表示，冒用大学生身
份信息虚增人工成本是近几年出现的
偷逃税手段。涉案企业“发”给学生的
工资薪酬普遍不到5000元，低于个税
起征点，既不用为这部分虚增员工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又虚增了企业经
营成本，减少了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张晓丹认为，企业之所以盯上大
学生，主要是因为大学生尚未就业，很
少会关注个税缴纳等情况。

记者调查发现，学生身份信息存
在泄露风险，在网络上可轻易买到大
学生的身份信息。

经查实，北京的相关案件中，涉案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同学为某高校老
师，双方签订了一份“校企合作协议”，
约定选派该校大学生到公司实习，老
师向公司提供学生的姓名和身份信
息，但学生并未真正参与实习工作。

宁波的相关案件中，涉案人耿某的
孩子在校期间参与统一购买火车票、组
织报名普通话考试等工作，掌握了大量
学生身份信息。耿某发现孩子电脑信息
后，将其拷贝给另一涉案人叶某，叶某则
利用这些信息为公司避税。

北京一所高校的学生会成员告诉
记者，学校在收集信息时，经常用ex-
cel表格统计，“一个大表直接发到学生

群里，上面能看到之前填表人的相关
信息，想获取很容易。”

学校文印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学生在打印文件时，经常会用U盘
拷贝到店铺的电脑上，“他们基本不会
注意文件有没有删除，身份证、护照扫
描件等信息很多，很容易获取。”

一些涉案企业表示，所用的学生身
份信息都是网上购买的，“很多”“不贵”。

记者在某网络平台搜索发现一些
卖家在倒卖身份信息。记者联系到一
名卖家，该卖家表示，身份证、手机号、
住址等基本信息，一条几分钱到几毛钱
不等，在校大学生的身份信息价格会稍
微高一点。为了证明其数据可靠，他还
发来一张样表，上面有10多名大学生的
信息，包括姓名、出生年月、身份证号、
户籍、就读院校和专业等。

税务人员提示，尚未就业的大
学生信息被冒用后，由于到期没有
申请汇算清缴，可能会产生欠税、
无法打印完税证明等问题。毕业
后就业时，用人单位可能会对其
应届生身份和个人诚信产生误会。

张晓丹表示，个人所得税
App上线前，此类“被入职”情况
很难被发现。现在，大学生可以通
过个税App查询就职记录，对异
常结果进行申诉。

不过，税务部门负责人介绍，
此类处理申诉存在一些困难。在
核查过程中，由于涉及多个部门、

多个区域，存在权限和地域壁垒。
比如，受害学生的地点在重庆，涉
案企业的地点在宁波，需要重庆税
务部门联系宁波当地的税务机关
调查。

“各地税务部门应提高政务信
息化水平，进一步强化跨地区信息
共享，提高发现和筛查违法行为的
能力。”张晓丹说。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
占领表示，学生信息被冒用首先涉
及个人信息泄露，可以向公安机关
报案，但能否立案还要看是否符合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立案条件。

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庭表
示，打击此类违法现象需要重罚
失信企业，除了处以高额罚款外，
还可以将其列入失信企业黑名
单，降低其信用评级，并在必要时
追究企业的刑事责任，以此提高违
法成本。

税务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税务部门将继续积极
与相关部门密切沟通协调，加大对
冒用个人身份信息实施偷税行为
的打击力度，加强大学生身份信息
保护和规范管理。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出现多起大学生“被入职”企业借此偷逃税

大学生信息在网上“多且不贵”

“被入职”可能影响个人诚信 需加大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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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份财政政策执行报告来了！
后续发力聚焦六大方向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
为——这是今年我国财政政策的总
体要求。

怎么更加积极有为？报告概
括为：发出一个“信号”，做好四个

“对冲”。
一个“信号”，就是适当提高赤字

率，明确发出积极信号。将财政赤字
率从2.8%提高到3.6%以上，赤字规
模比2019年增加1万亿元，达到3.76
万亿元，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

四个“对冲”，指的是适度加大政
府债券发行力度，增加政府投资，对冲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对
冲企业经营困难；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对冲基层“三保”压力；加强预算平衡，
对冲疫情减收影响。

上半年，我国经济先降后升、稳
步复苏，二季度以来经济运行逐月
好转，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积极因
素明显增多。这其中，财政政策功
不可没。

15045 亿 元
——报告亮出了上
半年我国减税降费

“成绩单”。
具体看，今年新

出台的政策措施
新增减税降费

8941 亿元，

2019年已出台政策在2020年翘尾新
增减税降费6104亿元。

通过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
相结合，今年减税降费力度进一步
加大：

——支持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对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全额
退还2020年1月1日以后的增值税

增量留抵税额，截至5月，累计退税
102.02亿元；

——帮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渡过难关。3月1日，实施小规模纳税
人减免增值税政策，截至5月，新增减
税104.86亿元，享受增值税减免的企
业和个人191万户；

——减免企业社保费，缓解企业

资金压力。2月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
共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5769亿元，缓
缴431亿元。

在财政政策展望章节中，报告提
出，严禁征收“过头税费”、违规揽税
收费和虚增收入，不能因为财政收支
矛盾大而乱收费增加企业负担，把该
减的减到位，该降的降到位。

今年备受关注的一项政策安排
就是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截
至目前，特别国债发行得怎么样了？

报告给出答案：截至7月31日，
抗疫特别国债累计发行 10000 亿

元，顺利完成1万亿元发行任务。
其他政府债券发行情况如何？报

告说，截至7月31日，2020年新增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已发行22661亿元，
完成全年计划（37500亿元）的60.4%。

报告还提到，上半年我国国债管
理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在优化国债
期限结构、完善国债续发行机制、完
善国债做市支持机制等方面取得积
极进展。

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顺利发行3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财政收
支矛盾更为突出，基层“三保”（保基
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面临较大压
力，基层运转如何保障？

报告说，财政部将支持基层“三
保”作为今年预算安排的重中之重，
采取力度空前的举措，着力提高基层

“三保”能力。

比如，大幅增加对地方的财力支
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
12.8％；安排特殊转移支付6050亿
元，用于支持地方落实“六保”任务，
应对执行中的不确定因素。

又如，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
确保新增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
相关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

民，6月底前已将具备条件的直达资
金全部下达地方。

财政部还强化了对地方财政运
行的跟踪分析和调度监管。阶段性
提高地方财政资金留用比例，进一步
完善县级工资发放监测预警机制，重
点监测范围由2019年的105个县区
扩大至534个。

兜牢基层“三保”底线4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指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注重实效。

展望未来，财政政策准备向何处
发力？

报告列出六个重点：千方百计
稳定和扩大就业；聚焦打赢脱贫攻
坚战，持续改善民生；落实落细减税
降费政策，支持市场主体纾困发展；

多措并举保粮食能源安全；以创新
发展和产业升级保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基层正
常运转。

以扩大就业为例，报告提出，
用好用足抗疫特别国债和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重点支持带动就业能
力强的补短板项目，开发更多就业
岗位。

再如脱贫攻坚方面，报告提出，
持续强化财政投入保障，针对补缺
口、补短板、补漏洞工作细化财力
需求并做好资金保障，切实做到不
因财力保障不到位而影响脱贫攻
坚工作。资金进一步向“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挂牌督战地
区和受疫情影响较重的地区倾斜。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明确后续六大发力方向5

杭州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犯罪嫌疑人许国利

新华社杭州8月6日电（记者吴帅帅）记者6
日从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获悉，该院同日以涉嫌故
意杀人罪，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许国利批准逮捕。

2020年7月5日凌晨，犯罪嫌疑人许国利因
家庭生活矛盾，在杭州市江干区三堡北苑家中，趁
妻子来某某熟睡之际将其杀害，分尸后分散抛弃，
部分身体组织通过马桶冲入化粪池。

7月30日，杭州市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许国利。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前期依法提前介入的基
础上，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许国利的犯罪手段
残忍，性质恶劣，已涉嫌故意杀人罪，于8月6日
对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上市公司有季报和年报，想必不
少人都不陌生。对国家来说，财政政策执
行得怎么样，同样备受关注。

财政部调研小组6日发布2020年
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这是财政部方面首次发布此类报
告。报告有哪些看点？新华社记者为你
梳理。

发出一个“信号”做好四个“对冲”

减税降费超1.5万亿元 严禁征收“过头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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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欲推出“清洁网络”新举措

外交部：浑身污迹谈何“清洁”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5日表示，美国将推出“清洁网络”新举措，撤下
包括微信、阿里巴巴和百度在内的中国应用。对
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日说，美国自身浑身污
迹，还在谈什么“清洁网络”，这纯属荒谬可笑。

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蓬佩奥等美国政
客一再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滥用国家力量打
压遏制中国高科技企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
方有关做法根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是恶意
抹黑和政治操弄，其实质是要维护自身的高科技
垄断地位，这完全违背市场原则和国际经贸规
则，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典型的
霸道行径。

汪文斌说，许多目前被美国单边制裁的中国企
业都是无辜的，他们的技术和产品也是安全的，从
来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斯诺登事件”“维基解密”
的网络安全事件，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棱镜门”

“方程式组织”“梯队系统”的网络监听监视行为。
汪文斌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为各

国企业开展正常经贸合作创造条件，还世界一个
自由、开放、安全的网络空间。

新
华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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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凤和同美国国防部长
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记者梅常伟）国务
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6日应约同美国国防部长
埃斯珀通电话。双方就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下阶
段两军交往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魏凤和就南海、台湾、美方对中方“污名化”等
问题表达中方原则立场，要求美方要停止错误言
行，加强海上风险管控，避免采取可能使局势升温
的危险举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埃斯珀说，在两国关系紧张时，两军要保持对
话磋商，管控危机，防止误判，降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