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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7月1日起，我国降低1449个税目的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来算算，会给您带来多少实惠
今年7月1日起，我国将降低1449个税目的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并将
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 此次关税下调将为消费者带来多少实
惠？ 商品又能降价多少？ 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441.6元；降税后进口关税降至8%，需
缴纳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降至
404.48元，比降税前减少37.12元。

政策很优惠： 降低关税比
率和范围空前
根据此前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发布的公告，7月1日起降低的进
口关税包括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和日
用消费品两大类。 税率分别为25%、
20%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15%；税
率分别为8%、10%、15%、20%、25%
的汽车零部件关税降至6%。 日用消
费品包括食品、 服装鞋帽、 家具用
品、日杂百货、文体娱乐、家用电子、
日化用品、医药健康等8类，涉及降
税的消费品平均税率由15.7%下降
为6.9%，平均降幅为55.9%。
全国海关进出口商品归类中心
上海分中心税则研究科科长许秀融
介绍，这是近年来我国第5次降低消
费品进口关税，涉及类目是前4次降
税总类目的7倍，涵盖日用消费品涉
及税目总数的七成以上。“
前4次日
用消费品降税均以设定和调整‘进
口暂定税率’的方式来实施，是动态
的、临时性降税措施，而此次降税则
是通过直接调降‘最惠国税率’来实
施，更有利于稳定政策预期。 ”
据了解，在日用消费品中，无醇
啤酒关税降幅最大，税率从35%降至
5%，降低30个百分点。 老百姓较为关
心的医药健康类消费品，平均税率从
5.5%降至0.3%，降幅超九成。
对于降税前后进口消费品关税
与进口环节增值税将会如何进行调
整的问题， 上海海关关税处征管一
科科长戎文琦表示：以某品牌电动真
空吸尘器为例， 其进口申报价格为
1600元， 降税前进口关税税率为
10%，需缴纳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福彩直通车

消费者最关心：商品能优惠
多少钱
上海市民凌先生表示，自己此前
就通过新闻了解到降税政策，最关心
的还是由关税调整带来的商品价格
变化，尤其是进口汽车的价格变化。
据悉，奔驰、宝马、奥迪、林肯、
雷克萨斯等企业在关税下调的相关
政策公布后， 已经陆续宣布将下调
其进口车产品在国内的价格。 特斯
拉更是在政策发布后不到3小时，就
声明将下调不同车型价格5到9万元
不等。不过，2017年中国市场的进口
车总销量仅占全国汽车销量约4%，
此次汽车关税下调对大多数消费者
而言影响有限。
进口日用消费品价格因降低关
税而下降的趋势， 相较于汽车而言
没有那么明显。 记者在上海外高桥
进口商品直销中心了解到， 部分商
品已经下调售价， 主要是企业配合
降税新政进行的价格调整， 为了让
消费者提前感受到政策的红利。
上海外高桥进口商品直销中心
有限公司国际采购部总经理马骏介
绍，他们是完全经营进口商品的商业
渠道，关税下调对他们的产品价格影
响比较大，但是政策从实施到落地生
效需要一定时间。“
近期在售的进口
消费品价格主要受原先执行的销售
合同影响，今年上架的商品价格其实
是去年签约的价格，进口消费品的库
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 ”
马骏说：
“
我们提出企业可以适

未来更可期：更多更好的商
品将进入百姓购物车
“
此次降税政策将会给广大消
费者带来一系列利好。 ”戎文琦说。
一是降税释放积极信号， 有利于扩
大进口， 市场上进口消费品的品种
将更加丰富， 既可以满足老百姓多
样化的消费选择， 也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市场价格下调。 二是消费
品降税后，更多品质优良、价格合理
的商品涌入市场， 消费者将有更多
购买渠道。 三是降税有利于产业升
级， 让商家在激烈竞争中提高产品
质量和服务， 更好地满足本国消费
需求。
“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
大”， 在今年4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
坛上， 主动扩大进口被明确为我国
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之一。 降低各
类进口产品的关税， 也被视为是主
动扩大进口的重要措施。
“
在今年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开始之前， 我们已经通过
有关部门搭建的展前对接会等渠道
和一些企业沟通了合作意向， 涉及
很多从未进入中国市场的产品。”马
骏说，“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更新更
好的商品进入老百姓的购物车。”新
华社记者 王辰阳 谭慧婷 程思琪

前四届江苏省
“
福彩杯”老年好声音大赛得到参赛老人的热烈
支持，赢得满堂喝彩。 今年 4 月 18 日起，第五届大赛报名活动开始
啦！ 截止时间为 6 月 30 日。
选手要求：具有基本的独唱水平（戏曲除外）；具有一定的个人
才艺（如具有感人的生活故事或经历者优先），具有正确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以身份证为准，男性年满 60 周岁以上，女性年满 55 周
岁以上，身体健康，适合表演。
参赛奖励：本赛事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分
别获得 10000 元、5000 元、3000 元江苏福彩圆梦爱心基金及其他
荣誉称号，凡入围初赛 60 强及复赛的选手分别获得 200 元、500 元
的爱心礼包奖励。 另外，市福彩中心还对我市参加本届比赛的选手
给予一次性现金奖励，标准为：进入并参加初赛未晋级的选手每人
800 元，进入并参加复赛未晋级的选手每人 1500 元，进入并参加决
赛的选手每人 2500 元。
报名方式：在福彩机构、各投注站填写报名表，按要求将参赛作
品发送至指定邮箱。 更多详情请咨询各福彩站点，或登录南通福彩
网查看。 咨询电话：85286793。

全国铁路调图提速扩能
暑运大幕开启，“复兴号”
开行范围增加
新华社北京电 1日起，全国
铁路拉开暑运大幕， 开始实施新
的列车运行图暨暑期图。 铁路部
门采取调图、提速、扩能等多项服
务举措，进一步便利旅客出行，持
续提升旅行获得感。
一是两条新线开通运营。 铁
路部门发挥7月1日开通运营的
昆明至楚雄至大理、 江门至湛
江铁路运能， 进一步压缩区域
内旅行时间，昆明到大理2小时
内到达， 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
地区融入全国高铁网； 广州至
茂名、 湛江最快2.5小时、3小时
可达，结束了湛江、茂名、阳江
粤西三市不通高铁的历史，粤
西人民将更加便捷地融入珠三
角经济、生活圈。
二是增加“
复兴号” 开行范
围。“
复兴号”动车组日开行数量
由114.5对增加到170.5对，通达23
个直辖市、 省会城市和自治区首
府； 在京沪间首次投入运营16辆
长编组
“复兴号”动车组3列，后续
还将安排16辆长编组“
复兴号”动
车组在京广高铁、 沪昆高铁等线
路上开行。

三是动态优化运力安排。 实行
动车组列车市场化开行方案， 安排
日常图、周末图和高峰图，周末图比
日常图多开动车组列车193对，高峰
图比周末图多开动车组列车364对，
努力实现运力投放与客流需求精准
匹配，满足日常、周末、小长假、春暑
运及突发客流需求。
四是增加动车组投放。 全国铁
路增加120组动车组投入运营。在徐
州至兰州、 西安至成都、 南宁至广
州、贵阳至广州、重庆至贵阳、成都
至重庆、合肥至福州、南宁至成都等
方向增开动车组列车。
五是持续提高运输效率。 南京
至武汉、柳州至南宁高铁按250公里
时速运营， 广西两个中心城市间真
正进入“
1小时高铁交通圈”；武汉、
上海间安排开行8趟全程4小时内的
“大站快车”， 列车运行时间最短压
缩到3小时51分钟。
此外， 铁路部门还增开煤炭万
吨列车， 在唐山至呼和浩特铁路每
日开行煤炭万吨列车25趟， 煤炭运
输能力提升一倍以上， 保障京津冀
以及华东等地区煤炭供给需求，助
力这些地区打赢
“蓝天保卫战”。

昆明实施住房限购政策
非云南户籍者只能买一套
热门区域新建商品住房

体彩开奖

南通福彩网 http://ntfcw.tt17.com/

第五届“福彩杯”老年好声音大赛就等你啦!

福彩双色球

当让利给消费者，根据政策情况，重
新评估和核查商品成本， 再对价格
作出针对性的调整。”以香水品类为
例，关税从10%降到3%，完税成本
也相应下调5到7个百分点， 再加上
企业补贴， 最后呈现的商品价格大
致相当于打了九折，原价500元的香
水现在大概450元能买到。

7 月 1 日 21 ：38

新 华 社昆明电 昆明市政府
办公厅1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稳
定商品住房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
提出，自7月1日起，非云南省户籍
者在昆明市主城五区及部分热门
区域内限购1套新建商品住房。
通知提出， 在昆明市主城五
区及三个国家级开发（度假）园区
范围内， 暂停向已拥有上述区域
内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云南省户
籍人士销售新建商品住房； 暂停
向未满十八周岁非云南省户籍人
士销售新建商品住房； 在上述区
域内无住房的非云南省户籍且年
满十八周岁同一身份自然人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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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套新建商品住房。
通知还提出， 在昆明市主城五
区和三个国家级开发（度假）园区范
围内， 新申办商品住房预售许可证
项目的房源和2017年1月1日后已取
得商品住房预售许可证项目的未售
房源，须接受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含
装修价格）管理。商品住房预售许可
证发证机关具体负责商品住房销售
价格管理。
通知明确提出， 商品住房实际
销售价格不得高于预售价格， 不得
以
“
价外加价”等方式超出预售价格
对外销售， 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
庞明广
的费用。

2 元可中 1000 万

孩儿巷南路 ６２－副 ２ 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东郊庄园双拼 别墅 1一 3/3 263m2 车库 44m2 毛坏 东首
418 万
凤凰莱茵苑 8/15 3/ 阳 151m2 精装 车位
360 万净
外滩花苑 2/18 3/2 140m2 车库 15m2 毛坏 阳光好
195 万
苏建名都城 8/15 3/ 阳 150m2 车库 31m2 汽车位 毛坏 有大税
368 万净
万象北园 7/7 2.5/1 71.6m2 设施全 毛坯
51万
佳利秀水公寓 15/18 1/1 64.5m2 精装 拎包入住 启秀学区
110 万
城市嘉苑 1一 2/6 6/2 270.8m2 复式 地下 50m2 豪装 大院子 60m2 2 个车位 715 万
将军园 5/7 1/1 47m2 精装 有钥匙 实价
47 万

吉缘中介

银河中介
久和中介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东方菜场 5/ 电 139m2 3 南 2 厅 简装 空三学位房 278.8 万
紫东南苑 2/ 电 122m23-2 厅 毛坯 10m2 车库
175 万
段家坝花苑 5/6 层 165m2 4-2 厅中装 30m2 南车库 185 万急
外滩北苑 6/ 电 117m23-2 厅 毛坯 8m2 车库
155 万
尚海湾 3/ 电 147m23-2 厅 中装 看房方便
259.8 万
金桥小区 2/ 车 102m23-2 厅 中装 9m2 车库
103 万净
虹桥北村钻石楼 1/ 车 154m23-2 厅 精装
208 万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 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东郊庄园双拼拼别墅 1-3 层 311m2 纯毛坯有院子
中南七星花园 6/电 2 室 2 厅 106m2 精装学区房
启秀南苑 3/4 层 3 室 2 厅 2 卫 146m2 精装车库 26m2
和兴花苑 2/6 层 3 室 2 厅 2 卫 140m2 精装车库 18m2
锦绣花园 4/4 层 60/133m2 精装南汽车库 36m2
紫东花苑 5/5 层 54/135.5m2 精装北车库 17m2
学田新村 5/6 层 2 室一厅 67.5m2 中档装潢
学士府 13/电 2 室南 77.63m2 毛坯车库 6.54m2

388 万
275 万
360 万
323.8 万
282.8 万
205.8 万
91.8 万
115 万

天安中介

城山路 91 号

85595336 13390945336

中南世纪城 19/25 办公楼一层 994m2 可分割卖573+421m2 办公装修 一起买送车位
医学院宿舍 1/5 二室二厅一卫 80m2 有院子 阳光好 三学区房 豪装
亚太苑 1-3/6 复式楼 206m2 南车库 28m2 豪装 车库可以直接上楼上
南川园 4/6 一室一厅 48m2 中装
南方公寓 8/15 三室阳光厅二卫 148m2 豪装 汽车位1个另算 急卖 随时看房
虹桥新西村 6/6 四室二厅 81m2+50m2 车库 8m2 中装 阳光房搭好
天安花园 11/11 复式楼 199m2+99m2 豪装 景观房 2个汽车位另算 带游泳池

899万
200万
360万
58万
255万
89万
580万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文峰路 15 号文峰桥北首
城南小学对面
天苑中介 15862825879
家乐中介 18912270383
鹏展中介 王府大厦对面
13057019586 梦路中介 15950810021 15962750368
13921619305

濠河名邸 10/18 楼 建 164m2 精装 景观很好
385 万
启秀学区房：佳丽秀水中层 / 电梯 建 192m2 豪装
360 万
三中学区房：瑞景广场中层 / 电梯 建 130m2 精装
280 万
天龙逸园 12/18 楼 建 113m2+12m2 车库 户型好 三附 三中学区房 226.8 万
201 万
尚海湾 7/ 电梯 建 98m2 精装好 阳光好
星光域 21/ 电梯 建 123m2
200 万净
紫东花苑 3/ 电梯 建 92.3m2+10m2 车库 豪装
135 万净 无税

北岸华庭 4/ 电 3/ 阳光厅 143 m2 精装潢
175 万
二附学区房 纯底楼 2/1 60.5m2+ 院子 装潢
188 万
富贵北园（二附学区房） 4/6 3/2 125m2 装潢
280 万
2
学田千禧园（三附、三中学区房） 5/6 3/2 118m2+16m（车库）装潢
189 万
华雅苑 3/ 复式楼 4/2 217m2+35m2(朝南车库)精装、拎包入住
278 万
白龙花苑 2/ 车 3/2/2 142m2+26m2(朝南车库)新坯房位置佳
155.8 万
濠西园 1/ 车 3/2 136m2+24m2(朝南车库)精装、潢拎包入住
163.8 万
2
福民景苑 9/ 电 2/1 92.6m2+16m（地下车库）新坯房、双阳台、南北通透
86 万

盛唐公寓 7/11 3-1 122m2 车13m2 装修
瑞安名邸 X/ 电 3-2-2 188m2 汽车位 简装
瑞安名邸 2X/ 电 3-2-2 198m2 汽车位 简装
光明东村 3-4/ 车 复式 153m2 南汽车库26m2 装修 启秀学区
裕丰广场 X/ 电 3-1-1 132m2 景观房 毛坯
裕丰广场 2X/ 电 2-1 93m2 景观房 毛坯
裕丰广场 1X/ 电 2-1 112m2 精装 拎包入住

140万
280万
318万
215万
248万
176万
202万

福景苑 27/30 87m2 车库 13m2 2-2-1 小石桥旁毛坯新房 122 万
名都 10+11/ 电 复式楼中楼 279m2 精装二附启秀双学区 600 万
王府大厦 25/30 124m2 2-2 二附、城中、三中
286 万
王府大厦 1x/ 电 164.5m2 稀缺朝南景观房，学位空 2 万 6/m2
凤凰汇 高层 / 电 146m2 精装修 3-2-2 双学区
450 万
90 万
北街新村 4/5 60m2 两室一厅 三中学位房 位置好
富贵北园 4/6 124m2 三室朝南 L 厅 空学位
282 万
望江楼 4/6 91.5m2 3 室一厅 三学区
215 万净

《江海晚报》
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友情提醒：本栏目广告位尚
有少量剩余，请有意在本栏目投
放广告或广告即将到期的单位
尽快交纳广告款，广告位顺序将
按交款先后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