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7月3日 星期二 编辑 张蓉 版式 孙力 校对 叶凡中国A11

四川连日来持续遭受今年
入汛后强度最大、范围最广、持
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强降雨天气
过程。截至目前，强降雨已致四
川多地出现塌方，部分河流出现
超保证洪水，西成高铁四川段因
暴雨封锁线路，四川 17 条高速
公路部分站口关闭。

记者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
挥部获悉，7 月 1 日 8 时至 7 月 2
日 8 时，四川全省普降小到中
雨，盆地西部局部降大到暴雨，
广元、雅安、乐山、眉山、成都等
局部降大暴雨，降水量大于 50

毫米的有 31 县 205 站，大于 100
毫米的有 13 县 51 站，最大为峨
眉山乐都站186毫米。

持续强降雨致四川局部地
方洪涝灾害严重。受降雨影响，
大渡河支流峨眉河苏稽站 7 时
10分超警0.25米。截至目前，峨
眉河水位已降至警戒水位以
下。眉山市境内的安溪河出现
超保证水位洪水，目前仍在上
涨。蒲江河迴龙镇大桥站 7月 2
日 10时出现最高水位 447.8米，
超警戒水位 1.4 米，超保证水位
0.9米；蒲江河朱濠大桥水位 6.4

米，超保证水位1.2米；临溪河雷
河大桥水位 4.0 米，超保证水位
1.0米。

此外，受暴雨影响，四川 17
条高速公路多个入口关闭。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入汛以来，交通部门
时刻紧绷交通运输安全度汛这
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
心理，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
线，全力做好强降雨天气防范应
对工作，为确保交通运输领域安
全度汛提供坚强保障。

据新华社

7月 2日《经济参考报》刊发
题为《个税起征点提至 5000 元
有望 10 月实现》的报道。文章
称，全国人大消息，我国个人所
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自 6 月 29 日
起征求意见，为期一个月。根
据草案，在 2019 年 1 月 1 日修正
案施行之前，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纳税人
的工资、薪金所得，先行以每月
收入额减除费用 5000 元后的余
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这意味
着，提高起征点的减税红利有
望率先落地。

根据草案，此次个税改革
主要有四大看点：一是工资薪
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
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
行综合征税；二是个税起征点
由每月 3500 元提高至每月 5000
元（每年 6万元）；三是首次增加
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
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
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
四是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
较低档税率级距。

此次披露的草案除了明确
提高起征点和草案施行的时间
表之外，还首次披露税率级次的
安排。依据草案，工资薪金所得
适用方面，全年应纳税所得额分
为七档，不超过 36000 元的适用
3％税率，超过 36000 至 144000
元 的 部 分 ，超 过 144000 元 至
300000元的部分，超过300000元
至420000元的部分，超过420000

元 至 660000 元 的 部 分 ，超 过
660000元至960000元的部分，分
别适用 10％、20％、25％、30％和
35％ 的 税 率 ，最 高 档 即 超 过
960000元的部分，适用45％的最
高税率。相比目前适用的个税
法，扩大了 3％、10％、20％三档
低税率的级距，相应缩小25％税
率的级距，30％、35％、45％三档
较高税率的级距不变。

专家指出，提高起征点、扩
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扣除三项
内容将释放减税红利，尤其是工
薪阶层、中等收入以下群体获益
明显。业内测算，月收入 1万元
者改革后个税降幅超过70％，如
果加上专项扣除项，月收入 1万
元者有可能免缴或仅缴纳少量
个税。

草案还明确了七种需要依
法办理纳税申报的情况，包括取
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
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
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取得境
外所得，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
籍，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
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国
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依据草案，居民个人取得综
合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有
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
月或者按次预扣预缴税款，居民
个人年度终了后需要补税或者
退税的，按照规定办理汇算清
缴。预扣预缴办法由国务院税
务主管部门制定。 据新华社

北大师生可“刷脸”进校园，
游客需预约“刷脸”才能进清华
参观……近日，北大和清华将人
脸识别技术运用于校园安保中，
为师生提供更便捷服务，优化和
规范校园秩序。

北大计算中心与保卫部经
多次勘察、测试与改进，初步完
成了“刷脸入校”系统的研制和
开发，于近日在该校西南门部署
了第一套“刷脸入校”闸机，这是
该校计算中心继“刷脸迎新”“刷
脸签到”“刷脸进门”等应用后的
又一创新。

据悉，“刷脸入校”和其他
“刷脸”技术相比具有更高难度，
因为室外人脸识别要解决白天
强光过曝和晚上微光过暗的难
题，同时还要保证识别速度和准
确度。

北大表示，和“刷脸进站”
“刷脸取钱”“刷脸支付”等应用
均采用 1:1 人脸识别技术相比，
学校“刷脸入校”系统采用的是

1:N实时人脸识别技术，支持 10
万张照片底库，每次开门需要即
时从数万张照片中快速找出人
脸特征精准匹配。

据介绍，北大计算中心目前
已在部分教室、图书馆、教学楼、
危险品仓库、体育馆、学生宿舍
等应用场所，安装了20多套人脸
识别设备，方便师生们的进出，
也增强了进出人员的安全管控
力度。

在清华，人脸识别技术同样
被用在“进校园”的环节上。据
悉，该校 7 月 9 日起将实行校园
参观网上预约机制，成功预约参
观清华校园的游客需要在校门
入口闸机通过在线比对证件及
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人证合一
检查后入校。

清华大学保卫处处长李志
华说，人脸识别技术既可以实现
高效率的核验通行，也能够有效
防范冒用他人名义预约等问
题。 据新华社

优化和规范校园秩序

北大清华师生将“刷脸”入校

6 月底 7 月初，长江上游的
岷江、沱江、嘉陵江出现强降雨
过程，四川局地出现洪涝灾害。
根据预报，未来一周长江上游、
汉江上游地区还将迎来强降雨
过程。长江防总从 2日起，将做
好科学调度，应对即将到来的水
雨情。

2 日，长江防总召开综合会
商会，分析应对当前长江流域汛
情形势。根据预报，7月2日至7
日，长江流域自西向东有一次大
到暴雨的降雨过程。长江委防
办介绍，受嘉岷流域来水快速增
加影响，长江上游寸滩站在 7月
5日流量将涨至 48000立方米每

秒左右（水位将达到警戒水位）；
考虑到预报的强降雨，预计三峡
入库将发生一次较大涨水过程。

长江防总常务副总指挥、长
江委主任马建华指示，鉴于当前
上游地区以及丹江口的水雨情
形势，长江防总要加密会商，从7
月 2 日起维持一天一会商的频
率，切实加强对水雨情预测预
报，制订科学及时的水库调度方
案，全力做好水库安全度汛工
作，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抗旱攻坚
战。 据新华社

四川持续暴雨致多地受灾
部分河流出现超保证洪水 多条高铁高速关闭

个税起征点提至5000元
有望10月实现

记者从成都机场获悉，成都
双流国际机场7月2日10时30分
开始遭受暴雨伴大阵雨天气袭
击，截至13时降雨量已达100毫
米，约有上万名乘客被困于机场，
同时18个进港航班备降外场。

暴雨天气发生时，在发布灾
害性天气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
警信息的基础上，成都机场于11
时 16分将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
升级为黄色，这是今年入夏以来
成都机场第四次发布大面积航
班延误黄色预警，其频率远高于
往年同期。

10 时 46 分，成都机场东西
跑道停止所有航班的起降，实行
了停航关闭措施，至 11 时 44 分
恢复航班降落。截至 12 时 30
分，在 7 月 2 日成都机场计划飞
行的 971个进出港航班中，已造
成 84 个出港航班延误，取消了
20 个航班，执行了 240 个航班，
仅占全天航班量的 25％，还有
710 个航班尚未执行，导致 1 万
多名出行旅客滞留机场。

受影响的出港航班主要是
前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拉
萨、昆明、杭州、福州、厦门、兰

州、乌鲁木齐等主要城市，以及
少部分国际（地区）航班；进港主
要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拉萨、长沙、武汉、沈阳、南宁、石
家庄等主要城市及少量国际及
地区航线。

成都机场采取通宵运行的
方式抢运疏散滞留旅客，对取消
航班的旅客，各航空公司将安排
就近宾馆住宿休息；对候机楼滞
留的旅客将按量提供餐食、饮
料、矿泉水等；开放候机楼所有
售票窗口，便于旅客能及时退
票、改签。 据新华社

成都双流机场遭遇暴雨 上万乘客受困

■ 相关新闻

长江上游地区遭遇强降雨
干流水位将迎持续上涨

成都遭遇暴雨，骑行者行驶在积水路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