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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一时的“宝宝”们或将迎来更
多监管。央行近日在《中国金融稳定报
告(2014)》中表示，货币市场基金存在
类似存款挤兑的风险，应加大金融监管
协调力度，防范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一季度货基规模暴增

一季度，在互联网金融浪潮推动
下，货币基金规模暴增6959亿元至
1 . 44万亿元，几乎翻番。汇付天下总
裁周晔表示，“宝宝”大热根本原因
是互联网介入金融使用户群变了，进
入了更普遍的阶层；同时有了互联网
之后渠道完全变了，直销和银行代销
被互联网渠道所取代，成本急剧降
低。

“其快速发展引起的存款分流、

金融市场波动以及监管不足等问题也
值得密切关注。”央行表示，“宝宝”们存
在对投资者风险收益揭示不足和支付
安全等潜在风险。在T+0赎回、银基
快速转账的支持下，“宝宝”的类储
蓄性质大为增强，对银行短期储蓄形
成冲击。此外，“宝宝”存在类似存
款挤兑的风险，多层次系统性风险防
范与救助机制仍有待完善，在极端市
场情况下可能出现大量赎回，形成对
金融市场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冲击。

将加强风险监测评估

“应加大金融监管协调力度，明
确监管分工和合作方式，加强风险监
测评估，切实防范潜在的系统性风
险。”央行表示。

据了解，目前监管层已在讨论关
于“宝宝”们的监管，比如“不允许
存在提前支取存款而不罚息的合同条
款”、“余额宝类货币基金投协议存
款应缴纳存款准备金”等。

在监管趋紧的背景下，目前宝宝
类产品收益逐步下滑。目前多数宝宝
类产品收益率介于4%-6%之间。

周晔表示，互联网出身的企业对
金融的理解和经验不足，可能很多信
用的模型包括风控的模型还有待于检
验，另外身份的识别尚未有法律规
范，互联网和传统的征信系统之间并
没有对接，还有很多偶发性的风险都
会导致流动性等风险的出现。“信用
评估和风险控制将成为互联网金融接
下来的焦点。”周晔说。 (苏曼丽)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化
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活动对于自然
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工业化
所带来的工业污染也让生态环境岌
岌可危。

4月11日至6月27日，新华保险山东
分公司携手山东省保险行业协会在全省
发 起“ 践 行 社 会 责 任 ，共 建 绿 色 家
园”——— 新华环保行活动。活动期间，公
司将组织活动志愿者，深入学校、社区、
企业等宣传环保知识，并准备了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活动及礼品奖励参与者。

你的倡议，我献环保爱心。签名环
保倡议书并发送环保倡议短信至指定
短信平台，公司将代您投入0 . 1元开展
环保活动。

你的参与，月月环保幸运。公司将
在活动期间定期举办抽奖活动。环保出
行奖：100名，折叠自行车，在微信平台
中定期公布中奖信息。环保家庭奖：
100000名，节能小家电，由环保志愿者
上门送达。

你的信任，我当环保卫士。公司将

在志愿者中开展“环保卫士”评选活动，
征集60份以上环保倡议书及环保倡议
短信的参与者将获得“新华保险环保卫
士称号”。(投票方式：发送您身边的志
愿者“工号”+“新华环保行”;移动、联通
用户发送至10690 129 95567;电信用
户发送至106590255 1424452)

另外，活动还倡导“四个一”绿色生
活：

少开一天车，让空气更清新。据权
威部门统计，中国机动车排放量估计在
200克左右/公里。按此计算，少开一天
车，就可以少排放10千克二氧化碳，对
于环境保护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少用一次性产品，让大地更健康。
一次性产品使用后被随意、随地丢弃的
现象十分严重，而塑料制品在土地中又
十分难以被降解，对于土地资源造成极
大的破坏。我们呼吁您少用一次性产
品，使用一次性产品后也一定要放置妥
当。

珍爱每一滴水，让生命更清澈。一
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6平
方米的水。珍爱每一滴水，才能留住我
们生命的源泉。

节约每一张纸，让树木更茁壮。一
颗20岁树龄的树木大约可造3000张A4
纸，而每年中国的纸张用量约相当于
1581666颗树木。森林资源的锐减所造
成的土地沙漠化、生态系统失衡造成的
后果也越来越严重。

另外，第五届“新华保险杯”少儿书
画大赛将于5月份开赛。公司将联合中
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举办为期半
年，覆盖作品征集、评选、展览、颁奖等
各环节的少儿书画大赛活动，由中国美
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知名专家担
任评委。本次活动主题分别以“美丽中
国”和环保为主题。活动对象为3—15周
岁的少年儿童。本次活动作品要求分为
两类：书法类以毛笔、硬书、篆刻为主，
书体不限，毛笔作品4尺宣纸以内，硬笔
书法作品大小以20cm×30cm为宜(草
书、篆刻要附译文)；美术类为绘画作品
画种不限、表现形式不限，国画、油画、
漫画、儿童画、卡通画、剪纸、手工艺品
均可，绘画作品规格以40cm×50cm为
宜。

详情可咨询当地新华保险柜面或
您的服务人员。

新华保险环保行：

践践行行社社会会责责任任 共共建建绿绿色色家家园园
新华保险健康关爱季之三

受到人民币汇率持续走低、外汇理
财产品收益率攀升的影响，外汇理财产品
逐渐升温。有专家表示，外汇理财产品存
在汇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投资需谨慎。

据理财师介绍，前几年人民币汇率
升值幅度大，造成部分外汇理财产品的
人民币收益率甚至为负。2014年随着人
民币汇率的持续走低，外汇理财产品的
实际收益率有了较大的攀升，咨询和办

理外汇理财的投资者也明显增加。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

提醒投资者，要尽量购买正规金融机构
推出的外汇理财产品，不要购买个人、
非正规机构推荐的外汇理财产品，同时
看清各项条款，弄清楚细节，防止上当
受骗，出现信用风险。

也有专家提醒投资者，3月17日起，
人民币汇率日内波幅由1%扩大至2%，汇

率波动的风险增大。华泰证券银行业分析
师林博程表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走低，
但很难说中长期人民币会持续贬值。

此外，外汇理财产品的投资周期一
般比较长，资金流动性较差，存在着一
定的流动性风险。

“投资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
选择理财产品，不要盲目跟风。”林博程
说。 (张新新)

人民币汇率持续走低

外外汇汇理理财财产产品品逐逐渐渐升升温温 专专家家提提示示风风险险

一、开票日期为2014年之前的铁路
货运票据继续按7%抵扣吗？最晚抵扣
时间是截止到什么时间？

答：1 . 2013年12月31日前开具的铁
路运输费用结算单据可以继续按照7%
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2 .铁路运输费用结算单据应于开
具发票之日起180天内申报抵扣。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
策的规定》第二条(四)项规定有形动产租赁
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
第三条规定“增值税实际税负，是指纳税
人当期提供应税服务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额占纳税人当期提供应税服务取得的全
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的比例。”

请问，第三条中所指“纳税人当期
提供应税服务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是否包括当期售后回租业务收取

的有形动产本金部分？
答：纳税人当期提供应税服务取得

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当期售后
回租业务收取的有形动产本金。

三、您好，我是律师所的会计，我单
位营改增时报的是小规模纳税人，最近
听说有个政策年收入超过50万元就要改
成一般纳税人，是否真有此政策？请问，
律师事务所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的标准是什么？两种形式的税率分别是
多少呢？律师服务没有可以抵扣的理由
啊，怎么抵扣呢？我单位年收入在100万
元左右，属于何种纳税人？谢谢。

答：1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
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
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出口
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纳税人，应
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根据《增值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小规模纳
税人的标准为：(一)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
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以及以从事货物
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
物批发或者零售的纳税人，年应征增值
税销售额在5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二)

除(一)项规定以外的纳税人，年应税销
售额在80万元以下的。

你所述50万元标准，是指依照《增
值税暂行条例》中规定，销售货物或者
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出口货
物的销售额，不包括《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3〕106号，
下称《办法》)规定的销售额。

2 .根据《办法》第三条和《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办
法》附件2)第一条(五)的规定，应税服
务的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500万元
(含本数)的纳税人为一般纳税人，应当
按照规定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如果你单
位属营改增纳税人，未兼营《增值税暂
行条例》规定的应税项目，且销售额小
于500万元，如果不申请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资格认定，可以不认定为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

3 .律师事务所属于鉴证咨询服务，
根据《办法》第十二条，一般纳税人适用
6%税率，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

（通讯员 高鸿鹏 财金记者 胡
景波)

■山东国税“春风送税政”系列专栏之一

律律师师事事务务所所的的纳纳税税人人标标准准是是什什么么

近期随着资金面逐
渐宽松和银行间同业拆
借利率回落，“宝宝军
团”收益率也随之大幅
下降。最新数据显示，
微信理财通挂钩的四款
货币基金均跌破5%，余
额宝也逼近5%。与此同
时，部分投资者转投银
行理财产品。

收益率4%左右

为正常水平

最新数据显示，宝
宝军团中收益最高是掌
柜钱包，其对接的兴全
添利宝货币7日年化收益
率为5 . 718%，京东小金
库对接的嘉实活钱包货
币和鹏华增值宝货币的7
日年化收益为5 . 312%和
5 . 4 2 8%。余额宝险守
5%，为5 . 023%。理财通
的4款“宝宝”产品更是
全部跌破5%，四款产品
中收益率最高的为华夏
基金财富宝，最近7日年
化率为4 . 931%。

业内人士表示，互
联网理财产品与货币基
金挂钩，货币基金的整
体收益会随着市场资金
面的宽松程度变化，目
前市场 上 资 金 相 对 宽
松，而“宝宝军团”投
资的品种绝大部分是协
议存款，其收益率受资
金价格的影响很明显，
货币基金的收益自然下
降。

此前，余额宝基金

经理王登峰预测，按照
目前市场趋势判断，宝
宝军团4%左右的年化收
益率为正常水平。

部分投资者

转投银行理财

上线时，余额宝7日
年 化 收 益 率 高 达
6 . 3 4 3%，而且使用方
便，令许多投资者眼前
一亮。投资者刘女士去
年也赶趟，把银行账户
里的十多万元全部放到
余额宝里。后来陆续出
来各类宝宝，刘女士追
着高收益挪腾资金，结
果都是好景不长。“现
在收益率降到5 . 0%左右
了，还不如银行卖的理
财产品高呢！”目前，
她已经把“大头”10万
元拿出来重新购买理财
产品了。

其实，针对一年甚
至更长时间都不会动用
的大额资金，市场上很
多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都
比互联网理财产品高。
以目前在售几款理财产
品为例，招行鼎鼎成金
297号理财计划投资期限
7 7 天 ， 预 期 收 益 为
5 . 5%，55天的预期收益
为5 . 3%，能够在一定时
间内锁定收益率。互联
网理财的优势在于灵活
性，因此更适合用来管
理平时经常流动的小额
闲散资金。

(苏曼丽)

“宝宝军团”不给力

有人开始转投银行理财

近日，四季汽修连
锁济南区域加盟商签约
发布会在济南召开，会
上公布了23家中标企业
并进行了现场签约。

据悉，四季汽修连
锁与四季配件网上商城
同属于远东集团，是四
季配件网上商城的线下
服务延伸。据该公司董
事长曹虓介绍，四季汽
修连锁与四季配件网上
商城功能相辅相成，采
用O2O模式，即互联网
线上采购配件、线下到
四 季 汽 修 网 点 进 行 修
换。该汽修连锁在济南
创建了23个汽修网点，
网格化覆盖泉城，每片
网格半径不超过3公里，
可以就近为车主服务。

线上的配件采购能让车
主享受到最低价格，做
到“省钱”，以保养为
例，能比4S店省一半以
上。而线下的网格化布
局则能就近为客户提供
拖 车 、 充 电 等 救 援 服
务，甚至是上门取车，
能让客户真正做到“省
心”。又因为线上销售的
配件和线下服务的维修
网点都是十几家保险公
司使用和认可的，能让客
户“放心”。另外，该项目
还能与济南“快处快赔”
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互相
配合，市民一旦出险，
可以就近到四季汽修网
点进行定损理赔。

(苏丹)

四季汽修连锁落户济南

“保险，让生活更美
好”大型征文活动正在
火爆进行中。征文不限
题材，字数1500字至3000

字，参赛者最高可获得

价值万元的奖品。有投
稿意向的读者请尽快投
稿，踊跃参加！投稿邮
箱：abab669@sina.com；电
话：0531-85196318

保险征文火爆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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