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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税官收

世 象 杂 谈

遗失启事

房屋招租
老通掘公路中远大厦十一层有450平方米房屋招租，

适合办公、培训、商务等。另有墙外广告位320平方米对外
招租。电话：13506286821

1.某企业人事经理金先生：据

说基本养老保险费率下降，什么时

候开始？

瞿税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
的通知》（国办发〔2019〕13 号）规
定：自2019年5月1日起，降低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包括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
费比例。各省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
例高于16%的，可降至16%。

2.某企业季会计：目前社保费

中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征收费率还

会有哪些变化？

瞿税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
的通知》（国办发〔2019〕13 号）规
定：自2019年5月1日起，实施失业
保险总费率1%的省，延长阶段性降
低失业保险费率的期限至2020年4
月 30日。自 2019年 5月 1日起，延
长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的期限
至2020年4月30日，工伤保险基金

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 18至 23个
月的统筹地区可以现行费率为基础
下调 20%，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
24个月以上的统筹地区可以现行
费率为基础下调50%。

3. 市民吉女士：国家要调减养

老保险缴费基数，是怎么调整的？

瞿税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
的通知》（国办发〔2019〕13 号）规
定：（1）调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
口径。各省应以本省城镇非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
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核定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合
理降低部分参保人员和企业的社保
缴费基数。（2）完善个体工商户和灵
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政策。个体工
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可以在本省全口径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
至300%之间选择适当的缴费基数。

4.市民幕先生：什么时候养老

保险能全省级统筹？

瞿税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
的通知》（国办发〔2019〕13 号）规
定：各省要结合降低养老保险单位
缴费比例、调整社保缴费基数政策
等措施，加快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省级统筹，逐步统一养老保
险参保缴费、单位及个人缴费基数
核定办法等政策，2020年底前实现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
收统支。江苏省正在制订相关方
案、措施。

5.某企业会计周先生：目前国

家降低社保费征收费率，社保费交

由税务部门征收，会清理以往欠费

吗？

瞿税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
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9〕 13
号）规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和企业职工其他险种缴费，原则上
暂按现行征收体制继续征收，稳定
缴费方式，“成熟一省、移交一
省”。

妥善处理好企业历史欠费问
题，在征收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得自
行对企业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
不得采取任何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
费负担的做法，避免造成企业生产
经营困难。

前不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等部门发布13个新职业信息，

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

员、电子竞技运营师、工业机器人

系统操作员等。这批新职业因充

满时代感而引发广泛关注。

职业目录是社会发展的一面

镜子，它总是与时俱进、推陈出

新。在201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分类大典》修订时，话务员、

BP机寻呼员等职业因为逐渐消

失，自然而然地被移除，而快递员

等新兴职业则被请进目录。一出

一进，可说是“芳林新叶催陈

叶”。产业转型升级，职业不可

能不更新。当人工智能等产业风

起云涌，数字化管理师、物联网

安装调试员取代旧职业是大势所

趋；当电子竞技逐渐被主流认

可，电子竞技运营师和电子竞技

员位列新职业目录，也就水到渠

成。

今天，很多人说不清楚全社

会究竟有多少种岗位，但一个共

同感受是，越来越多的职业正朝

着高价值、数字化、个性化方向发

展。高价值，意味着简单重复劳

动的工种将被陆续替代，而诸如

数字化管理师、剪辑创意师、游戏

架构师等比拼创新创意的工作会

持续增加；数字化，意味着传统岗

位也会焕发新生，比如传统农田

上，无人机驾驶员等新职业让农

民这个古老职业融入“互联

网+”；个性化则意味着职业发展

更讲求兴趣导向，比如有的年轻

人成为调酒师、宠物美容师，只因

“我喜欢”。

新职业层出不穷，是社会分

工不断细化的必然。社会发展也

像树的生长，越向上，越能分出新

枝。如今，鲜有人既是农夫又是

渔民还是猎手，人们都专注于一

样工作甚至一道工序，但生活需

求却被极大满足了，这是交换与

合作使然。事实上，社会越朝专

业化发展，合作的节点就越多，新

职业诞生的几率就越大。现实

中，美甲师、代驾员、闪送员、淘宝

模特的诞生，都缘于此。可以预

计，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精细化，

还将有更多新职业接踵而至。当

然，从合作角度，也能反过来理解

某些职业的消亡。比如，因为简

政放权力度加大，一些“代办”“代

理”就面临被淘汰的压力。这是

因为改革删繁就简，减少了信息

不对称，挤出了一些“不必要的合

作”。

听闻新职业的到来，未必所

有人都是喜上眉梢。正如有人所

说：假如电话出现时你是个电报

收发员，纺织机出现时你是个裁

缝，汽车出现时你是个马车夫，它

就是不小的挑战。然而，从社会

发展的整体来看，只要新职业不

断涌现、职业谱系日渐丰富，人们

面临的机会就能不断增加。比

如，电的发明让很多蜡烛工失业，

但由此创造的带“电”岗位数却千

百倍于制烛工人。正是沿着这个

逻辑，我们无须为人工智能时代

的“机器换人”忧心忡忡。智能的

火花，必将点亮更多创造性的工

作。最近发布的新职业信息，便

是有力的证明。

新职业的诞生并不只关乎部

分人的就业，也关系到未来人与

人如何分工协作。因此，有关部

门应积极引导新职业发展，在高

校培育相关专业，并及时做好职

业培训等。对于个人而言，一方

面需要深耕自己的专业领域，提

高自身工作的专业性，同时也要

具备应有的敏锐与自觉，让学习

成为一种习惯，保持与新职业连

接的能力，在与各行业更好的合

作中不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何鼎鼎·

（来源：人民日报）

新职业激发新潜力

不管是作为家长还是观众，

当你看到小朋友浓妆艳抹、扮作

成年人模样，在节目中“成熟地”

表演，甚至大谈婚恋、金钱、时尚

品牌等话题时，肯定会感到惊讶

甚至不适。然而，为了吸引眼球、

制造流量，一些广播电视和网络

视听节目却瞄准未成年人，大肆

包装童星、炒作明星子女，甚至进

行低俗调侃、成人化表演、曝光隐

私等。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前不

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未成

年人节目管理规定》，对未成年人

节目的制作、传播、监管和法律责

任作了详细规定，涵盖广播电视

和网络视听行业，线上线下标准

统一。新规明确了 16条未成年

人节目禁止的内容，并对未成年

人参与节目制作、未成年人节目

广告播出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包括不得宣扬童星效应或者包

装、炒作明星子女等细节条款。

这一规定将于4月30日起正式施

行。

现实中，个人隐私的曝光、人

格尊严受损或者参与不适宜的节

目环节，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

心健康。此外，由于炒作明星子

女能带来流量和关注度，预期收

益更高，一些明星的子女也成为

被消费的对象。过度炒作童星、

“消费”未成年人，有违未成年人

的成长规律，也容易助长“尽早出

道、尽快成名、尽量变现”等急功

近利的心态，传递的价值导向值

得警惕。凡此种种，不仅侵害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社

会风气。

近年来，我国视听行业蓬勃

发展，为受众提供了大量精神食

粮。与此同时，一些未成年人节

目出现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

乐化倾向，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

注。这类节目以未成年人为主要

参与者，拥有庞大的目标受众群

体，加之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用

户群体偏向低龄化，让一些人看

到了“市场”。有调查数据显示，

当前 19岁以下人群每天收看网

络视频节目占比达 30.2%。在利

益驱动下，娱乐文化工业流水线

开足马力，各类童星培训学校、经

纪公司、演艺公司、节目平台之间

“配合默契”，源源不断“制造”童

星。一些节目逐渐偏离了行业规

则，甚至不惜迎合低级趣味而突

破底线。

从媒介伦理的视角出发，诸

如儿童接触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内

容、儿童与电视节目中的暴力等

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在全球范围，加强对未成年人的

保护，也是媒介职业道德规范的

重要组成部分。就此而言，作为

我国第一份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节

目的法规，《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

定》在承续未成年人保护法、广告

法以及此前相关节目规定的基础

上，更加突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保护，更加注重节目内容的导

向。相关规定的落实，必将有利

于遏制未成年人节目呈现出的商

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

也会对未来视听行业乃至互联网

内容的管理产生积极的示范效

应。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

族的希望，应得到全方位保护。

身处互联网时代，纷繁多样的节

目内容为青少年成长构建了一个

特别的信息环境，不容小视。对

于内容生产者和传播者而言，必

须更加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既

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又

要加强创新，多出品符合未成年

人身心成长规律的好节目，播撒

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

·涂凌波·

（来源：人民日报）

将“未成年人节目”纳入法治轨道

4月 15日傍晚，位于法国首都

的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造成巴黎

圣母院塔尖倒塌，建筑损毁严重。

据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总理菲

利普事发后赶到现场。马克龙表

示，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整个国

家都感到心情沉痛”。

“今天是所有巴黎人伤心的一

天，我们祈祷巴黎圣母院大火尽早

熄灭。”这是一名巴黎市民的哀鸣，

恐怕也是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愿望。

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百味杂

陈，从文豪雨果名著《巴黎圣母院》

获得丰厚滋养和震撼体验的中国读

者，哪怕没有亲临过巴黎圣母院，也

一定对它并不陌生，因为那里有美

丽而迷人的吉卜赛姑娘爱斯梅拉

达，有长着“几何形的脸，四面体的

鼻子，马蹄形的嘴，参差不齐的牙

齿”却善良而忠诚的敲钟人卡西莫

多……

此外，书中的精美插图，特别是

对哥特式建筑的精心描写，以及对

教堂门窗的精准刻画，都让人印象

深刻。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

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早已成为巴黎

乃至法国的文化符号。因此，视频

中的标志性塔尖在烟火中坍塌，更

像是砸在人们心中，让人感到沉闷、

忧伤而沮丧。

“临走真是不放心，生怕一别即

永诀”，去过巴黎圣母院的游客心怀

戚戚，没去过的人更是黯然神伤，究

其因，这种世界级的瑰宝一旦受损，

便难以还原，哪怕修复如旧，也不具

备昔日神韵，无法还原具有独特气

质的历史现场。更何况，不是所有

的文物都能修复。

“此刻，人类的惋惜在此相遇”，

有网友吁叹不已。痛惜巴黎圣母

院，不只是因为没去过，无法一睹其

真实容颜，更在于巴黎圣母院是属

于全人类的奇珍，正如德国总理默

克尔所称：“巴黎圣母院着火令人悲

痛，它是法国和欧洲文化的象征。”

巴黎圣母院遭遇火灾，对我们

来说也是一个警讯。“其栋宇峻起，

如鸟之警而革也，其檐阿华采而轩

翔，如翚之飞而矫其翼也，盖其堂之

美如此。”我国是文物大国，与西方

建筑以石结构为主不同，我国古代

建筑多以木结构为主，留下的木质

结构文物不胜枚举，但毁于火灾的

文物也不在少数，以近年来为例，就

有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的

遇真宫主殿、云南香格里拉独宗克

古城遭大火荼毒。

单霁翔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不

久，接受采访时坦言：“有人问我，新

官上任三把火，你的三把火从哪里

烧起？我回答：故宫是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古建筑群，故宫保护最怕‘火

’，所以我一把‘火’也没有。”单霁翔

还表示，他和故宫人最关心的就是

防火，水火不留情，故宫都是木结构

的古建筑群，火险不能出现在故宫，

这是永远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根利

剑，也是我们安全的紧箍咒。这番

话放在今天，绝不过时，值得世人深

思。相对应的是，据报道，巴黎圣母

院的屋顶为木质结构，高度还非常

高，这给地面救火带来了极大的难

度。我国的木质古建筑是不是也处

于这种困境中？

“春注水、夏拔草、秋湿化、冬除

冰”，一些防火的传统土法，在今天

一些地方仍在使用，但是明显不够

先进。我们还应看到，我国的防火

救火能力在提升，公众的消防意识

也在提升，但在少数地方，一些部门

和商家并未真正重视防火。权威统

计显示，2009年至 2014年年初，全

国文物古建筑发生火灾1300余起，

生活用火不慎引发火灾居首位，占

总数近40%，电气原因占总数20%，

其他原因依次为放火、玩火、吸烟、

雷击。这一数据，让人悲哀，也说明

我们在防火上还有较大改进空间。

建筑被称为“石头的史书”，雨

果说过，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

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巴

黎圣母院遭此劫难，它还能重现历

史的厚重和庄严吗？对于公众来

说，除了是否修补和重建之外，还应

关心如何防微杜渐，不让悲剧重

演。马克龙表示：“圣母院的火焰吞

噬了巴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

有一小部分被大火烧掉了。”这也许

是我们每个人的感受。敲钟人卡西

莫多是虚拟人物，但巴黎圣母院火

灾却是真切的敲钟——为我们敲响

警钟。在唏嘘中吸取教训，在喟叹

中反求诸己，把我们的古建筑保护

得更好，绝不蹈其覆辙，这应是我们

的底线责任。

·王石川·

（来源：光明日报）

巴黎圣母院火灾为重点文物保护再次敲响警钟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

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从营造发展

环境、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完善

财税支持政策、提升创新发展能力

和改进服务保障等方面对支持中小

企业发展进行部署，政策全面发力、

力度前所未有，中小企业迎来了又

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机遇。可以期

待，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逐步落地，

中小企业必将拥有更多获得感。

犹记改革开放之初，以“企业家

人群的创造者”为理由被列入30年
来15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关键性人

物”之一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

这位满脑子创新思想、被邓小平同

志5次提到过的从个体到小微企业

再到做大做强的改革先锋人物曾说

过一句话：“这不是我的能力问题，

是政策形势变化造成的。”制度的力

量可见一斑。

然而，过去几十年，小微企业带

着轻资产、少员工、抗风险能力偏

弱、自身组织能力管理水平比较低

等特点负重前行。作为五大发展理

念之一的创新驱动，于小微企业而

言则心有余而力不足。当前，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意见》无

疑为小微企业再次焕发生机打开空

间。但是，真正能够让小微企业成

为政府期望的创新驱动型企业的关

键在于，落实《意见》的各项配套制

度、措施和办法要“稳”“准”“实”，真

正打通中央政策到具体小微企业之

间的“最后一公里”，切实疏通“肠梗

阻”，让小微企业从业群体感受到职

业尊严，得到实惠。

“稳”，是指政府各部门单位要

因地制宜，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

实际与当地小微企业的现状来谋划

《意见》的贯彻落实，制定配套措施

和办法不仅要全面协调，更要具有

一定连续性，真正吃透《意见》精神

实质和内涵。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努

力打造小微企业家群体。目前，我

国小微企业数量众多，企业主体有

复杂的社会网络，他们通过相似的

创业经历而产生类似的经营或与政

府打交道的经验，从而构成小微企

业家群体价值取向。政府可以通过

稳定的政策措施和各类规则来引导

小微企业家群体自发产生，使这个

群体通过“创新”的身份认同来逐渐

发展壮大，切实形成内生动力，真正

做到授人以渔。

“准”，是指精准，政策措施要对

症下药。不能形成“政策出台”但小

微企业还是“够不上”的情况。比

如，就金融扶持措施而言，小微企业

要想获得相应贷款额度，通常有行

业互相担保、资产担保、税款配比、

收费权形式等几种途径。银行根据

小微企业纳税额度授信，而小微企

业本身就是小本经营，应纳税额较

小，加之采用各种避税手段，导致无

法达到银行所要求的给予授信的税

款额度。而通过担保形式获得授信

的渠道，也常常因大多数小微企业

都是轻资产运作，使其实际上无法

享受此项政策扶持。

“实”，就是要切实为小微企业

办事，政策措施要符合小微企业运

作实际。比如，就聚焦小微企业最

大成本——人力成本来提供解决措

施而言，在实践中，无论是政府还是

市场都在倒逼小微企业为其职工足

额缴纳五险一金，可以考虑将税收

减免政策同企业员工保险相结合提

供相应措施，如根据小微企业缴纳

税款的额度，对其进行返税并定向

用于员工保险补助。或者，若企业

缴纳一定数量税款，政府可以考虑

相应地按比例补助企业定向缴纳员

工保险，直接惠及小微企业员工。

如此，既避免了小微企业套取补助

的空隙，也保障了小微企业员工福

利待遇，同时对小微企业合法合理

进行税务安排也有好处。从政府角

度来说，可以掌握小微企业运营过

程中各个环节的具体情况及相关数

据，为更好服务小微企业和形成相

关决策提供支撑依据。

总而言之，中小企业是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扩大就

业、改善民生、促进创业创新的重

要力量。促进其发展的蓝图已绘

就，需要全社会关注关心、汇聚力

量，推动小微企业发展迈上新台

阶，走出中国特色的小微企业发展

之路。

·白晓峰·

（来源：光明日报）

政策“稳准实”让小微企业拥有更多获得感

季节雨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日期为 2001年 12月
26日，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