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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支出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
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按照每个婴幼儿每月 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新华社北京 3 月 28 日电 为贯彻落

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
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
定，国务院决定，设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纳税人照护 3 岁以下婴幼儿
子女的相关支出， 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
税前，按照每个婴幼儿每月 1000 元的标

准定额扣除。 该项扣除政策有利于减轻
人民群众抚养子女负担， 体现了国家对
人民群众生育养育的鼓励和照顾。

“有宝家庭”迎来减税“红包”
———聚焦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事关广大 “有宝家庭”，3 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
策 28 日正式公布。 国务院印发《关于设
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扣除的通知》， 明确了政策实施
的具体安排。

这一新增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究竟
怎么扣？将带来哪些影响？记者采访了专
家和业内人士详细解读。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扣除，是一项个税减税政策，通过
给符合条件的监护人增加相应的个税扣
除额度来减少个税税基， 从而减轻个税
负担。

去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决定》 提出，“研究推动将 3 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
除”。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作出部署，
提出 “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此次印发的通知明确了政策实施的
具体安排：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纳税人

照护 3岁以下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出，在
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前，按照每个婴幼儿
每月 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这是一项普惠性的税收优惠政策，
政策适用面为所有养育 3 岁以下婴幼儿
的家庭，无论是家有一孩、二孩或是三孩，
都可以享受。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
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

“设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是优化生育政策的
配套支持措施之一，有利于减轻人民群
众抚养子女负担。 ”北京大学教授刘怡
表示。

在具体扣除方式上 ，父母可以选择
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 ，
即一人按照每月 1000 元标准扣除 ；也

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扣除标准的
50%扣除， 即两人各按照每月 500 元扣
除。 监护人不是父母的，也可以按照规
定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
内不能变更。

“纳税人可根据家庭具体情况来选
择扣除方式，体现了灵活、周全的制度设
计 ， 也体现了对于家庭因素的充分考
虑。 ”李旭红说。

业内人士介绍，对于这项政策，不同
纳税人享受到的个税减免力度会有差
异。 如果家中有多个婴幼儿，政策减免力
度可以叠加。 最终能减免多少个税，要看
纳税人适用的具体税率情况。

据了解，我国现行的个税专项附加
扣除政策已有 6 项， 包括子女教育 、继
续教育等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
加扣除是我国第 7 项个税专项附加扣
除政策。

“这项政策发布后，我国个税制度进
一步完善优化。 ”李旭红说，目前来看，我
国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已基本上考虑
了纳税人不同阶段的负担情况， 包括婴
幼儿照护费用、子女教育经费、继续教育
费用、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大病医
疗支出、赡养老人费用，有助于减轻广大
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 ，
有助于进一步改善民生。

新华社记者 申铖 王雨萧

（新华社北京 3 月 28 日电）

3 月 28 日， 布达拉宫广场
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西藏百万
农奴解放纪念日。 当日，西藏各
族各界群众聚集在拉萨布达拉

宫广场，升国旗、唱国歌，庆祝西
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西藏各界群众庆祝
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升级以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公开提出日美“核
共享”论，还声称“美国应舍弃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

日本右翼借俄乌冲突之机蠢蠢欲动
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升级以来，日

本右翼势力以此为借口大肆渲染炒作

亚太安全威胁。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甚
至公开提出日美 “核共享 ”论 ，还声称
“美国应舍弃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
政策”。

分析人士认为， 日本右翼借俄乌冲
突炒作安全局势，制造紧张空气，谋求军
备扩张，值得亚太国家警惕。

妄图以“核共享”挑战“无
核三原则”

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打

击的国家， 日本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
来将“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
的“无核三原则”确立为基本政策，一直
延续至今。

然而， 安倍 2 月 27 日在一档电视
节目中提出，鉴于俄乌局势 ，日本应讨
论类似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和美国的

“核共享”政策，即美国在盟国基地部署
核武器并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由盟国战

机搭载使用。
安倍这种论调在日本政坛不乏附和

声音。 执政的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高市
早苗建议党内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
运进核武器”进行讨论，认为在紧急情况
下应允许例外。 右翼在野党日本维新会

向日本外相林芳正提交建议书， 要求日
本政府讨论“核共享”以强化防卫能力，
并要求将防卫费增加到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 2%。
对此，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虽表示日

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不会就“核共
享”进行讨论，但同时声称并不反对各政
党内部讨论。 自民党为此于 3 月 16 日
举行了“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邀请相
关专家介绍情况并进行了讨论。

对于由安倍等右翼势力挑起的此

轮“核共享”讨论，日本国内有不少反对
声音 。 日本 《朝日新闻 》发表社论批评
说，安倍的言论极其无知 ，从中丝毫感
受不到作为受核武器打击国家的觉悟

和责任。据日本媒体报道，在 16 日的自
民党会议上 ， 与会专家也不赞成引入
“核共享”政策。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
长藤田高景指出， 安倍等右翼政客和右
翼势力利用俄乌冲突妄图推行 “核共
享”， 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攻击，
绝对不能容忍这种谬论。 日本应总结过
去侵略和殖民统治给亚洲国家造成巨大

灾难的历史教训，坚持“无核三原则”。

借台湾“有事”谋求军力扩张

在鼓吹“核共享”言论同时，安倍在

2 月 27 日的电视节目中还称“美国应舍
弃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安倍
去年 12 月就曾妄称：“台湾有事即日本
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

分析人士指出， 日本以往就有借重
大国际事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理由的先

例， 此次借俄乌冲突一再炒作台湾 “有
事”也是一样。以安倍为代表的右翼势力
此举意图十分明显， 那就是为突破和平
宪法精神和“专守防卫”原则提供理由。

在去年国会众议院选举中议席大

增的日本维新会目前正煽动在今年 7
月参议院选举的同时就修宪举行国民

投票。 自民党则正积极推进其 4 项修宪
主张，其中包括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
条，而规定日本不保持战争力量和放弃
国家交战权的第九条正是和平宪法的

核心，也是日本在二战后走和平道路的
法律基石。 自民党已将党内“修宪推进
本部 ”更改为 “修宪实现本部 ”，显示出
其修宪决心。

藤田认为， 目前日本正处于能否坚
守宪法第九条的关键时刻，今年 7 月参
议院选举结果将对此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崎享指出，目
前日本政坛右翼已不是少数派， 日本政
治右倾已十分严重，这令人担忧。

新华社记者 姜俏梅
（新华社东京 3 月 28 日电）

·国际观察·
拜登支持率创新低
据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

闻节目 3 月 27 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民主党籍总统约瑟夫·拜登的总体支持率跌
至 40%，创执政以来新低。 55%的调查对象不
认可拜登执政表现。

美国《国会山》日报援引这项民调报道，就
拜登是否有能力应对眼下俄罗斯与乌克兰的
冲突，超过七成美国人“只有一点信心”或者
“信心非常低”；大约八成美国人担心冲突将导
致美国天然气价格上涨或者触发核战争。

在预估今年 11 月国会中期选举后将由
哪个政党掌控国会时， 更多调查对象选择共
和党。

这项民调于本月 18 日至 22 日开展，以
1000 名成年人为调查对象，误差范围为正负
3 个百分点。 之后几天，拜登访问欧洲，出席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联盟、七国集团三场
峰会，讨论协同应对俄乌冲突方案，包括对俄
施加新一轮制裁。

以总理感染新冠病毒
新华社耶路撒冷 3 月 28 日电 （记者

王卓伦 吕迎旭）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 28 日发
表声明说，总理贝内特已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声明说，贝内特目前感觉良好，将在家继
续工作。

据以卫生部 28 日发布的疫情数据，该国
过去 24 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9857 例，累
计确诊超过 386 万例，累计死亡 10485 例。在
该国约 945 万人口中超过 670 万人已接种过
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贝内特已接种过三剂新
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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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救
援进入第八天，搜寻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28
日下午，“3·21” 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
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举行第九场新闻发布
会，介绍东航坠毁客机搜寻工作最新情况。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法医物证技术处处
长刘开会表示，事故发生后，公安部立即制定
了遇难者个体识别工作方案， 搭建了遇难者
身份识别 DNA 专项比对工作平台，组织全国
20 个省区市公安机关，采集 132 名机上人员
生前 DNA 样本和亲属 DNA 样本。 公安部物
证鉴定中心派出 30 人专家组赶赴现场，与广
西 200 余名公安刑事技术人员一起开展现场
勘查工作。目前，机上 132 名遇难者身份全部
确认。

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表示，
目前失事航班上两部黑匣子的相关译码工作
正在进行。

朱涛介绍，截至 28 日 12 时，累计接待遇
难者家属 626 人， 组织遇难者家属累计 809
人次到事故现场悼念。

广西梧州市殡仪馆负责接收现场搜救组
移交的遗骸遗物，目前已妥善保管。遗骸遗物
移交方案和分类移交标准正在逐步完善。

广西壮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郑
西介绍，连日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按照现场
搜救组指令， 先后组织 900 余人次开展地质
勘探、边坡监控、施工作业、现场协调等工作，
出动小型挖掘机、装载机、自卸车、平板车、吊
机等设备 30 余台，累计投放竹排 9000 余片，
在核心区及周边区域总体开挖土方量 17000
立方米。

截至 28 日 12 时 ， 搜寻人员累计出动
15640 人次， 对核心区和周边重点区域进行
反复搜索，找到飞机残骸和碎片 36001 件。在
核心区外围区域救援除部署拉网式人工搜索
外，还组织了 5 个无人机航拍搜索组，累计搜
索面积约 954.6 万平方米。

桂林理工大学教授吕玉增表示， 技术人
员对事故发生地的自然地理、地形地貌、地质
和水文条件进行深入调查分析。重点分析了飞机撞击对地表和岩土层的结构
破坏、掩埋的飞机残骸探测等问题，使用探地雷达等测定飞机撞击对浅部岩
土层破坏，以及飞机残骸的分布情况，于 24 日完成数据处理、解译，基本掌握
了飞机残骸在地下的大致分布和深度，为研究制定核心区域开挖方案，开展
搜寻工作提供支持。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广西梧州 3 月 28 日电）

首份电子“国家标准物质定级证书”出炉
新华社北京 3 月 28 日电（记者

赵文君） 记者 28 日从市场监管总局
获悉， 在标准物质定级鉴定系统中，
已出具第一份电子“国家标准物质定
级证书”。启用电子“国家标准物质定
级证书”， 将推进国家标准物质科学
化、规范化管理。

电子证书是加盖了经数字权威
机构认证的电子印章的证书， 可验
证、可追溯，与原纸质证书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电子证书的推行和使用可
实现申请审批网络化、证书管理数字

化、真伪辨别便捷化，进一步优化行
政审批服务，方便用户申请和公众查
询， 能够推进国家标准物质科学化、
规范化管理。

据介绍，获得电子“国家标准物
质定级证书”的用户可以登录“中国
电子质量监督公共服务门户”，进入
“标准物质定级鉴定系统”，查看、下
载、打印相应的电子证书。 通过微信
扫描证书左下角的二维码， 可以查
看“国家标准物质定级证书”的相关
信息。

3月 28 日，中华鲟鱼苗从放流池中游向长江。当日是中华鲟保护日，在长
江武汉江段，约 5 万尾全人工繁殖中华鲟鱼苗成功放流长江。 新华社发

55万尾中华鲟鱼苗放流长江

5200多名在乌克兰中国公民
安全撤离至乌周边国家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8 日电（记
者 伍岳 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 28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
撤离在乌克兰中国公民的工作已告
一段落， 在整个撤离工作过程中，共
有 5200 多名在乌中国公民安全撤离
至乌周边国家。 4600 多名撤离至乌
周边国家的中国公民搭乘 20 架次中
国政府安排的临时航班回到祖国。

汪文斌说， 乌克兰局势恶化以
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牵挂每一位
在乌中国公民的安危。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关心，多次过问，要求全力确保
中国公民的安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
毅在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话时强
调，希望乌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
在乌中国公民安全，并为中国公民撤
离提供保障和便利。

他表示， 外交部和驻乌克兰使
馆、驻敖德萨总领馆第一时间启动领
事保护应急机制，将“外交为民”理念
落到实处，与在乌的中国同胞建立联

系、想尽办法协调调动资源，保护在
乌中国公民的安全，并协助他们以各
种方式有序安全撤离。中国驻摩尔多
瓦、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波
兰、白俄罗斯等乌克兰周边国家的使
馆与驻乌克兰使领馆密切衔接，为中
国公民入境通关、临时安置和有关临
时航班的运行提供协助。

汪文斌介绍，在整个撤离工作过
程中， 共有 5200 多名在乌中国公民
安全撤离至乌周边国家。除 1 人在自
驾途中受伤并已治疗无虞之外，其余
自愿撤离的同胞全部平安，做到了战
乱撤离“无死亡，无群伤”。 4600 多名
撤离至乌周边国家的中国公民搭乘
20 架次中国政府安排的临时航班回
到祖国。全体在乌和乌周边国家中国
同胞互相帮助、共渡难关，留学生组
织、华侨华人社团多次协助完成撤离
工作，发扬了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优
良传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互助的
优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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