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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金融利剑”行动启动
涉及公职人员将通报单位
从 10 月 9 日开始，江西全省法
院开展为期 30 天的“金融利剑”专
项执行行动， 集中力量重点执行金
融债权执行案件，据悉，这在江西尚
属首次。 对金融借款失信被执行人
为公职人员的， 除依法采取强制执
行措施外，还将向其所在单位、纪律
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予以通报，
建议依法依纪对其作出相应处理。
金融利
据了解， 为期 30 天的“
剑”专项执行行动，目标是针对涉金融
债权案件执行存在的“清场难、处置
慢”等突出问题，综合运用各项强制执
行措施，突出做好
“
七个一批”工作：集
中失信惩戒一批、集中悬赏执行一批、
集中处置一批财产、集中清场一批房
产、集中移送侦查一批、集中引导自诉
“
法媒银”平台等正面
一批、集中通过
宣传一批，形成高压态势，净化社会信
用环境，建立执行工作长效机制。
江西省高院执行局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 凡在江西省三级法院立案

执行但未履行生效裁判所确定义务
的金融借款被执行人， 应在本月 18
日前到人民法院主动履行义务；主
动履行完毕的， 人民法院将对案件
予以结案，并按照法律程序屏蔽(删
除)其失信记录；涉嫌构成拒不执行
判决、 裁定犯罪行为的金融借款被
执行人， 应当主动到人民法院或者
公安机关说明情况。
其次， 金融借款被执行人在本
18 日前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
协议， 该协议具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担保， 且金融借款被执行人能按协
议自觉履行的，在协议履行期限内，
人民法院将对案件予以中止执行，
不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一旦发现金
融借款被执行人有规 避 执 行 行 为
的，人民法院将依法严惩。
与此同时， 所有金融借款被执
行人应在本月 18 日前主动到执行
法院提供现住址及联系电话， 如实
申报财产， 并保证法院随时传唤到

庭；住所、联系电话及财产情况发生
变化的，应及时向执行法院报告。 对
拒不报告以上情况的金融借款被执
行人，人民法院将依法采取罚款、拘
留等制裁措施。
除此之外， 具有公职人员等身
份的金融借款被执行人， 应模范遵
守法律， 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
确定的义务。 人民法院对金融借款
失信被执行人为公职人员的， 除了
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外， 还将向
其所在单位、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
事部门予以通报， 建议相关部门依
法依纪对其作出相应处理。
据透露， 江西高院计划通过综
合运用各种强制执行措施， 坚决推
动一批有财产可供执行金融案件的
顺利执结， 坚决惩戒一批金融失信
被执行人，坚决打击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等违法犯罪行为， 严厉查处一
批涉嫌拒执犯罪(含自诉)案件。
（据中国江西网消息）

月薪 2 万以下税负可降五成以上
个税新政策利好显现 明年更多红利可期
“
十一”假期过完回来上班后，不
少拿到工资条的员工发现自己工资
“
涨”了。“
记得看 10 月份工资条”更是
成为微博热搜话题。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新个人所得税法过渡期政策开
始实施，纳税人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
所得， 适用 5000 元基本减除费用标
准和新的税率表。 在新税法下的首个
申报期，纳税人收获了怎样的惊喜？
中低收入群体在此轮改革中受
益明显。 进城务工人员严爱丽告诉记
者：
“
我每月的工资扣除险金后大约是
5146 元，原先工资条上的个人所得税
是 60 元左右，10 月份的个人所得税
只要 4 块多。 ”
“
10 月份等于国家帮我的工资
‘
涨’了 400 多元。”乐澄（中国）生活用
品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管余强开玩笑
地 说 ，“
9 月份我的实发工资为
9005.22 元，10 月份实发工资直接增

长到了 9424.39 元， 扣减的个税从
682.55 元减少到了 263.38 元。 ”
个税新政策提升了不少高新技
术企业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安徽渠道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经理郜润生介
绍，按 5000 元/月基本减除费用标准，
公司 10 月需代扣代缴 212 人共计约
14.45 万元税款；而在 9 月份，公司实
际代扣代缴 310 人共计 25.97 万元税
款。 前后两个月的员工数量和工资收
入基本稳定，缴税人数和应纳税款分
别下降了 32%和 44%。
新个税法将于明年 1 月 1 日正
式实施，各地税务部门为了让纳税人
尽早享受减税红利，全面执行新税法
过渡期政策，让纳税人提前享受政策
红利。
国家税务总局 9 日公布月收入 2
万元以下个税计算表，据测算，新规执
行后，月收入 2 万元以下纳税人税负

可降低 50％以上。
“
新个税法实施后，月收入在 2 万
元以下的纳税人降幅较为明显。 ”昆明
亚太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薛玉峰认为，
随着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明确和实施，
必将进一步释放更高的
“
含金量”。
据了解，新设专项附加扣除将包
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
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
等支出，在下一步明确扣除范围和标
准后可在申报纳税时予以税前扣除。
对纳税人而言，专项附加扣除的引入，
适当考虑了个体差异，更有利于精准
减税，提升消费能力。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张斌认为，工资薪金、劳务报酬、
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四项所得纳入综
合所得的按年计征，将有效避免工资
薪金所得等月度间收入不均带来的税
负不平衡等问题。 （据新华社电）

白山黑水除敌寇
９ 月 １７ 日晚， 大型话剧 《赵一
曼》在宜宾学院上演，现场 ５００ 多名
烈士故乡的师生们无不为烈士的英
雄事迹所感动。
这部由四川省宜宾市、 叙州区
（原宜宾县） 与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联
合创作的大型话剧，历时五年精心打
磨，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在成都首演，至今
已在北京、上海、黑龙江和四川省内
演出 ７０ 多场。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出生在四川宜宾的一个地主
家庭。 五四运动爆发后，赵一曼开始
阅读 《向导》《新青年》《妇女周报》等
革命书刊，接受革命新思想。 １９２３ 年

冬， 赵一曼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 １９２６ 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
１１ 月， 她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
校学习。
１９２７ 年 ９ 月， 赵一曼前往苏联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次年回国后，
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
的工作。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后， 赵一曼
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她先
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 组织部长，中
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
北区委书记， 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
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
进行斗争。她能文能武，机智过人。为
了启发工人、妇女觉悟，她不时创作
一些文艺作品在地下刊物上发表。
１９３５ 年秋， 赵一曼任东北抗日
联军第 ３ 军 １ 师 ２ 团政治委员。 １１

滴滴将推出黑名单功能

司机和乘客
可互相拉黑
滴 滴 出 行 10 月 10 日 介 绍
称， 即将于 10 月 18 日更新的滴
滴乘客端和司机端 APP 将试行
“黑名单”功能，届时乘客和司机
可在取消订单、投诉、评价页面选
择将对方加入黑名单，“屏蔽”后
的 12 个月内平台不再为双方匹
配订单。
试行期间， 加入黑名单后暂
时不可取消。 除了在现有评价体
系和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增加黑名
单功能之外，已有的一键报警、紧
急联系人和未成年人乘车提醒等
安全功能也将继续优化。
据滴滴介绍， 自安全整改以
来， 滴滴安全应急客服团队人数
已增加 3 倍。 于 9 月底成立的“警
方调证对接工作组” 在长假期间
7×24 小时待命，在符合法律法规
的前提下持续 加 快 警 方 调 证 流
程，全力保障高效应答，力争做好
应急处置工作。
目前， 警方调查取证的需求
中， 针对所有提供警官证等有效
证明材料、 符合基本调证法律法
规的需求， 滴滴客服专项对接工
作组最长不超过 10 分钟即可配
合警方完成调证工作， 未来滴滴
将持续保持高效响应。
滴滴称， 平台每天收到近万
次非本人手机号进线要求调取信
息的需求， 绝大多数需求不符合
法律法规和平台隐私保护规则，
其中包括一些涉嫌违法 （例如诈
骗、敲诈）企图的不良行为。 为确
保乘客及司机隐私信息的安全，
滴滴公司会按照法律相关规定，
严格审核，严控流程，尽最大努力
避免假冒警方身份套取用户信息
的情况发生。
滴滴还在筹建安全监督顾问委
员会。 安全监督顾问委员会计划每
年召开不少于五次会议， 帮助滴滴
进行平台治理、 推动落实安全整改
措施并给予专业意见和指导， 安全
监督顾问委员会的产出成果也将公
布给社会公众。 （据《北京晚报》）

甘将热血沃中华——
—赵一曼
月间，第 ２ 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
间。 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
伤，养伤期间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
度负伤，昏迷被俘。
被俘期间，日军对赵一曼施以酷
刑，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
皮肉，逼其招供。她宁死不屈，严词痛
斥日军侵略罪行。 为了得到口供，日
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 在医院
里， 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
育争取看护和看守人员。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赵一曼在医院看护和看守
帮助下逃出医院，但很快被追敌再度
抓捕，受到更加残酷的刑讯。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２ 日， 赵一曼被押
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
到了。 在这最后的时刻，她给心爱的
儿子写下遗书：“宁儿啊！ 赶快成人，
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

子啊！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
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
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
牲的！”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民
众的旗，血红的旗，收殓着战士的尸
体，尸体还没有僵硬，鲜血已染红了
旗帜……”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壮烈牺牲，
年仅 ３１ 岁。
为纪念赵一曼，哈尔滨的一条主
要街道命名为一曼大街。在她的故乡
宜宾市建有赵一曼故居、赵一曼纪念
馆等。
近年来，宜宾市、叙州区积极传扬
烈士事迹和
“
一曼精神”。 ２０１７ 年，宜宾
市启动了
“
百校同演同看《赵一曼》”活
动，通过在全市学校排练话剧《赵一曼》
不同片段的方式，让赵一曼的事迹在青
年学子中种下红色基因。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