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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实现跨省异地打印
长三角一体化试行 G60科创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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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没想到在上海松江
能打印出在安徽宣城缴纳的个税

纳税记录， 一下子节省了不少来
回跑的成本，真方便！ ”日前，保隆
（安徽）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外派在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任职的财务经理刘虎拿着刚打出

来的一张个税纳税记录单欣喜地

说道。
刘虎任职的保隆科技是上海

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

汽车零部件主板上市公司。 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下 ，
保隆科技立足上海科创中心和松

江 G60 科创走廊建设， 将企业的
研发、制造、销售网络向江浙皖地
区延伸， 与此同时人才要素也互
通起来。

最近， 刘虎办理出国签证时
需要打印个税纳税记录， 他的个
税缴在宣城， 但一时间有事回不
去，身份证也不放心寄回去，听说
上海松江行政服务中心 G60 专窗
推出了异地打印个税纳税记录的

服务 ， 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

了。
过去， 线下开具个税完税证

明只能到税款入库地的主管税务

机关打印， 且只能查询打印在当
地缴纳的纳税记录。2019 年，自然
人税收管理系统（ITS 系统）上线
后， 自然人纳税记录开具范围为
全国， 可以查询打印个人在全国
范围内的个税纳税记录， 从而打
破了数据信息壁垒， 为推动数据
异地共享提供了技术保障。

今年， 上海市松江区税务部
门与 G60 联席办跨部门合作，率
先在松江行政服务中心实现个税

纳税记录异地打印。 该事项已融
入服务 G60 科创走廊企业便利化
办理涉税事项， 由行政服务中心
G60 专窗受理后， 内部流转至税
务部门，再窗口出件，实现个税纳
税记录异地打印、一网通办、当场
办结， 充分满足了个人纳税人为
办理信贷、出国签证、人才引进等
事项中开具纳税证明的需求。

“这个便民事项的提出源于
近期我们开展个税滴灌辅导时 ，
有企业反映个税纳税记录只能同

城打印的方式给经常往返异地或

多处取得收入缴纳个税的人员带

来不便。 ”松江区税务局个人所得
税科负责人介绍：“我们经过多番
调研和考量后， 首先选择在 G60
科创走廊这个服务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引擎、 科创
驱动‘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的示范走廊先行先试。 ”

据了解 ，G60 科创走廊已被
纳入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规划纲要》中，目前已扩容至沪
苏浙皖九个城市， 覆盖面积 7.62
万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约有 4900
万， 年 GDP 占长三角 GDP 总量
的 1/4，全国占比已接近 1/16。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叶赟 摄影王陆杰） 昨天凌晨苹
果召开秋季发布会，正式推出了
iPhone 11 以及 iPhone11Pro 和
iPhone11Pro Max 系列手机。 目
前苹果中国官网已经更新，正式
公布了 iPhone 11 系列手机价格
以及上市时间。其起售价相比上
一代近万元降了不少。

iPhone 11起售价 5499元；i鄄
Phone 11 Pro 起售价 8699 元；i鄄
Phone 11 Pro Max 起售价 9599
元。其中，iPhone 11提供有 64GB、

128GB和 256GB三种规格，售价
分别为 5499 元、5999 元和 6799
元。提供有白色、黑色、绿色、黄色、
紫色、 红色六种颜色供消费者选
择 。 iPhone 11 Pro 提供 64GB、
256GB和 512GB三种规格，售价
分别为 8699 元 、9999 元 、11799
元。 iPhone 11 Pro Max提供同样
三种规格和配色， 售价分别为
9599元、10899元、12699元。

上述三款产品均将在 9 月
20 号开售。

iPhone11pro 拍照方面则是

前置 1200 万像素镜头， 后置长
焦+广角+超广角三摄镜头组
合，均为 1200 万像素，可拍摄 60
帧 4K 视频，支持 4 倍光学变焦，
和 iPhone11 一样，支持超广角、
夜景拍摄等模式。尤为值得一提
的是，iPhone11 Pro 的三颗镜头
在视频拍摄时，可同时进行独立
拍摄。

在此次发布会上，苹果还发
布了最新一代智能手表 Apple
Watch Series 5， 起售价为 3199
元，即日起预约，9 月 20 号开售。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陆燕

婷） 昨天，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披
露，对包括：粮食加工品、食用油、
油脂及其制品、薯类和膨化食品、
水果制品、速冻食品、糖果制品 、
调味品等 7 大类食品进行抽检 。
结果发现， 抽检样品共计 699 批
次，其中合格 696 批次、不合格 3
批次。

不合格样品为速冻食品 2 批
次，分别为：由上海泰奇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 上海泰奇食品有限公
司销售的黄金起士面团 （速冻面
米食品），不合格项目 ：过氧化值
（以脂肪计）； 由上海家豪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 上海杨浦华联吉买
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销售的牛肉

滑，不合格项目：过氧化值（以脂
肪计）。

过氧化值， 主要反映食品中
油脂是否氧化变质。 随着油脂氧
化，过氧化值会逐步升高，虽一般
不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损害 ，但
严重时会导致肠胃不适、 腹泻等
症状。

不合格样品为调味品 1 批
次， 为由泰州市百品味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 上海市杨浦区钰敏食
品经营部销售的鸡味鲜调味料 。
不合格项目：谷氨酸钠、呈味核苷
酸二钠。

对上述抽检不合格产品和查处

情况由企业所在地负责案件查办

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按规定公开。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陈宁）9
月 5 日，因模仿“易拉罐爆米花”
被烧伤的 14 岁女孩哲哲不幸离
世。 有媒体报道，她是和另一名女
孩小雨两人一起模仿抖音里一个

叫“办公室小野”的抖音号发布的
“用易拉罐做爆米花” 的视频，来
自制爆米花。 事后，很多人将矛头
指向了微博知名博主 “办公室小
野”及其发布平台，他们团队也在
该事件之后删除了这条发布于

2017 年的视频。

美食教程缺乏安全提示

昨日，“办公室小野” 发长文
回应此事。 长文中，“办公室小野”
指出了自己的视频与网上流传视

频的不同， 称哲哲和小雨的意外
绝对不是模仿自己的视频。 但是，
她承诺会严格自查， 账号中一切
存在安全隐患的视频都要下架 ，
对账号进行全面整改， 其间暂停
更新。 她还表示愿意竭尽所能，为
哲哲和小雨的家庭提供帮助 ，也
愿意配合调查。

记者注意到 ，“办公室小野 ”
是一个专门在办公室环境下 ，用
各种新奇手段制作食物的美食创

意博主。 她在国内的微博、抖音、
B 站等平台， 她的粉丝加起来有
数千万。

她的视频大都是步骤齐全的

半美食教程。 以 “易拉罐做爆米
花”为例：视频中，该博主将剪开
的易拉罐放在铁制架子上， 里面
放入玉米和黄油， 下面用酒精灯

进行加热，玉米受热膨胀，一颗颗
爆米花从易拉罐中蹦出。 几乎每
个步骤都有详细的说明。 而她的
随便一个视频， 全平台点击量都
上千万。 同时，“自制爆米花”的视
频中并没有任何安全提示。

平台需承担风险提示责任

在网络视频渐成大众娱乐的

今天， 如何规避青少年观看风险
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CNNIC 第
44 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 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7.59 亿 ， 较 2018 年底增长 3391
万，占网民整体的 88.8%。 其中长
视频用户规模为 6.39 亿， 占网民
整体的 74.7%；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6.48 亿，占网民整体的 75.8%。

知名法律博主法小圣告诉记

者，虽然在这件事上，视频创作者
在法律上没有因果， 但在传播上
存在因果。 不可否认的是，文化作
品的传播， 有很强和情绪和想法
的煽动作用。 视频虽然不是最早
出现在网上， 但是对于传播能力
强的自媒体来说， 原有的视频很
多人可能看不到， 但是平台却可
以无限放大传播效果。 因此，在这
个角度， 平台的监管和风险提醒
责任以及创作者的风险提醒责任

尤为重要。 所以，对于辨识度低的
少年们，好奇心重，探索欲强。 容
易做冒险的事， 也确实是按照网
上视频的教程在做， 平台与视频
制作者确实要承担风险提示和视

频的监管审核。

9月20日正式发售

三批速冻食品调味品抽检不合格

网红“办公室小野”账号
停更配合调查

律师称平台及创作者风险提醒责任需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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