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 实
习生宋思嘉）5 月 14 日，记者了解
到，南昌市湾里区推出 30 条税收优
惠政策，助力该区发展全域旅游。
其中，从事旅游产业的新办企业可
申请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
减免等。

旅游服务企业利好多多

该区规定，对旅游服务企业新
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由企业选择缩
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
法。对旅游企业新购进的专门用于
研发的仪器、设备，符合条件新购进
的研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仪器、设
备，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 万元（含）
的，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一

次性全额扣除；单位价值超过 100
万元的，允许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
加速折旧方法。

同时，旅游服务企业购置并实际
使用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
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
投资额的 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
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
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自2018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凡从事旅游产业的新办企
业，在筹建期间，缴纳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且符合条件
的，可申请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困难减免。

至2019年12月31日止，对年应
纳税所得额低于 50 万元（含 50 万
元）的小型微利旅游企业，其应纳税

所得额减半，再按 20%的税率缴纳
企业所得税。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年12月31日，对金融机构与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
免征印花税。

除线索明显的涉嫌偷逃抗税等
税收违法行为按规定程序直接立案
检查外，其他检查对象均须在“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平台上随机抽取，
对新设企业 3年内不纳入“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范围。

排放达标暂予免征环
境保护税

湾里区对旅游服务企业门票
收入免征增值税，纪念馆、博物
馆、文化馆、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

构、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
馆在自己的场所提供文化体育服
务 取 得 的 第 一 道 门 票 收 入 及 寺
院、宫观、清真寺和教堂举办文
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免征增
值税。

纳税人提供旅游服务，可以
选 择 以 取 得 的 全 部 价 款 和 价 外
费用，扣除向旅游服务购买方收
取 并 支 付 给 其 他 单 位 或 者 个 人
的住宿费、餐饮费、交通费、签证
费、门票费和支付给其他接团旅
游 企 业 的 旅 游 费 用 后 的 余 额 为
销售额。

与此同时，对湾里区内依法
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生活
垃圾集中处理场所排放相应应税
污染物，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

排放标准的，暂予免征环境保护
税；对湾里区旅游景区内的宗教
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土
地、房产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房
产税；对地下建筑转为旅游产业
用途的，按房屋原价的 50%作为
应税房产原值；转为商业和其他
用途的，按房屋原价的 70%作为
应税房产原值。

湾里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免征
增值税；从事蔬菜批发、零售的纳
税人销售的蔬菜免征增值税；从
事农产品批发、零售的纳税人销
售的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免征增值
税。对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农产
品初加工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
或减征企业所得税。

助力全域旅游 湾里推30条税收优惠
新办旅游企业可申请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
通讯员何艮艮）“儿子，你不
能回来看我，我就去工地看
你。”这是一位母亲在登上开
往江西的火车前发给儿子的
微信消息。5月14日，央企旗
下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幸福零距离”系列探亲活动
在新余正式启动，15 位来自
五湖四海的妈妈将与子女共
享为期3天的“小团圆”。

为感谢工程建设者的默
默付出，感谢建设者家属的
支持与帮助，中建市政特别
策划了“幸福零距离”系列探
亲活动，首次尝试打造“免费
暖心之旅”。活动以江西省
新余市环城路项目为试点，
为项目部青年员工及农民工
代表的母亲购买往返高铁车
票，并提供2天的酒店住宿及
旅游，让母亲与子女的幸福

“零距离”。团聚之余，家属
还要对项目员工食堂、宿舍

及工地安全情况进行打分，
以便项目部更好地提升员工
工作生活条件。

“妈妈，您辛苦了！”在活
动现场，手捧鲜花的青年建设
者向泛着泪花的母亲们表达
了谢意。为了让妈妈们感受
到新余环城路建设项目这个
大家庭的温暖，项目部员工还
自发排练了许多节目。下午，
15对母子一同乘车来到了彩
色村、神牛洞等旅游景点。

“看到了娃娃们工作的
实际情况，心里很自豪，也很
高兴，”刘蓟宁的母亲高兴地
说，“参观了项目食堂和宿
舍，比我想象得好太多，工地
上还有个安全体验馆哩，再
也不担心儿子在工地不安全
了！”母亲们在项目部工作人
员的陪同下，参观了施工现
场和安全体验馆，通过现场
人员的讲解，了解了项目员
工的日常工作情况。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
“母亲节”当日，赣州市南康
区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走进唐
江镇西坑村，在一家学校内
公开审理86岁母亲告小儿子
不履行赡养义务一案，为在
场的近百名干部群众上了一
堂严肃生动的法治课。

据了解，原告陈某与丈
夫共生育 5 个子女，丈夫于
2015 年病故，一直由其两个
儿子轮流赡养，后因土坯房
维修加固费用的问题，小儿
子郑某认为母亲陈某处事不
公，偏袒其他子女，表示不再
赡养老人，镇、村两级干部曾
多次进行调解，对陈某小儿
子不赡养母亲的行为进行批
评教育，但陈某的小儿子一
意孤行，拒不履行赡养义务。

“迫于无奈，陈某寻求法

律援助主张赡养费问题。”唐
江镇镇政府干部邓恺介绍说，
了解情况后，镇司法所及时为
其开通绿色通道，指派专职律
师为其提供全程法律援助上
门服务，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拒
绝赡养老人的行为。

开庭当天，法官把开庭
地点设在西坑村小学，方便
周边村民前来旁听。经过 3
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说服
教育和引导调解，被告郑某
与原告陈某达成一致，郑某
需每月需向陈某支付五分
之一的赡养费，即 152 元，并
立即支付本月赡养费。同
时需承担原告陈某今后医
疗费用的五分之一，并履行
赡养义务，和兄弟姐妹共同
照顾陈某的生活起居和医
疗护理。

儿子无暇回家看母亲
企业接来母亲看儿子

母亲节的庭审课
▲为迎接第25个“5·15国际家

庭日”的到来，14日南昌市青山湖区
罗家镇在罗家广场24小时城市书房
开展了“爱生活、爱读书，阅享幸福家
庭”为主题的家庭读书会活动。此次
活动分为朗读、游戏、手工三个环节，
活动现场家长与孩子亲情互动，特别
是在游戏中孩子们蒙上眼睛通过抚摸
大人的手来寻找妈妈，让孩子们深刻
体会到“妈妈”一词的内涵。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虽然他们大部分人不知道自
己的生日是哪天，但他们也需要一份
礼物、一份节日问候。”5月10日，万
年县特殊教育学校学生餐厅里掌声、
歌声此起彼伏，当日东华理工大学外
国语学院的党员志愿者带来丰富的
礼物，给特殊教育学校的40多名学
生集体过生日。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儿童关爱

南昌天气 黎明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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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乐平讯 （记者王景萍 通讯员李世
平）一个人没有户口，想找工作难，想坐火车
难，出门几乎是寸步难行。近日，一个已经被

“黑户”问题困扰了21年的女孩，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走进了乐平市公安局户政科。

21年前，好心的乐平市乐港镇村民张某收
养了一个尚未满月的女婴。由于当初没有办
理收养证明，已长大成人的女孩至今没有办理
户口，日常生活大受影响。幸运的是，乐平市
公安局户政科的负责人在了解情况后非常重
视，本着“民事不可缓、凡事认真办”的服务理
念，积极联系乐港派出所、城南派出所的户籍
民警，大家四处奔走，共同努力，终于成功为女
孩补录了户口。

热心民警帮助“黑户”女孩

南昌将现高温日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今年

首轮高温天气正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
东部大部地区。本周一，南昌最高气
温达到 33.9℃，离 35℃的高温标准仅
一步之遥。周二和周四，南昌最高气
温将触碰高温线，需注意防暑降温。

受副高影响，未来几天南昌将有
35℃的高温天气。不仅是白天热，晚
上也不凉快，接下来，南昌最低气温可
达25℃上下，相对湿度又比较高，闷热
的感觉更加明显。

15 日，南昌晴，25℃～35℃；16 日
晴转多云，27℃～34℃；17 日多云，
26℃～35℃。

洛阳东路综合管廊施工进展顺利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5月14日，记者

了解到，全省首座四舱综合管廊——洛阳东路
综合管廊项目涉及南昌市青山湖区货场村房
屋 64 栋、3.49 万平方米，现已完成红线内全部
房屋拆除工作，项目所涉货场村作业面已全部
打通。

据了解，洛阳东路综合管廊可同时满足道
路沿线地块的供水、排水、供电、通信、燃气需
求，并可避免管线维修改造时二次开挖路面的
问题。管道全长3643米，西起昌东大道东至天
祥大道，路宽50米，总投资20亿元。

青云谱区新增便民服务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徐反

根）最近，来到南昌市青云谱区行政服务中心
办事人员会发现，停车方便了，还有专门的育
婴点，免费WiFi无线网络全覆盖。该中心在帮
助群众实现一次性办结的情况下，新增多项便
民服务，方便群众办事。

青云谱行政服务中心共进驻部门单位 25
个，随着办事人员增多，4 月底，该中心在办事
大厅内实现了免费 WiFi 无线网络全覆盖。5
月，该中心联合区综管办在中心办事大厅北面
50米处修建了免费停车场。同时，设立专门的
育婴点，通过在一楼办事大厅公共区域的后台
间设置了育婴点，配备了座椅、换洗等基本用
品，解女性群众之忧。

日前，新建区民建总支部在南昌市新建区
松湖镇仙亭村开展“扶贫送温暖、民建献爱心”
活动。新建区人民医院和新建区中医院的10
余名医护人员认真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耐
心接受咨询，共发放医疗器械和药品价值1万
余元。 本报记者 余礼彬摄

送医下乡献爱心

5月11下午，深圳市民饶先生
赶到赣州，向江西理工大学外贸学
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142 班的胡艺
伟同学送上锦旗致谢，感谢她帮助
找回走失的孩子。

记者辗转联系上胡艺伟，她向
记者讲述了当时的事发经过。时
间回到 4 月 29 日，当日 11 时 10 分

左右，正在深圳实习的大四女生胡
艺伟在深汕路公交站台发现一名
约一岁半的小男孩儿正在不停地
大声哭闹。

胡艺伟说：“当时小男孩身边
有一个大人，我认为是小孩的家
长，后来才意识到这个小孩可能
是和家人走散了。”于是胡艺伟便
陪着小男孩在原地等候了一段时
间，家长迟迟没有出现，胡艺伟便

报了警，并守着小孩安慰着他。
当胡艺伟把小孩安全地送到警察
手中时，小孩拉着她的手不舍得
放开。

记者电话联系上小孩的父亲
饶先生，谈起当时的事发经过他
还很激动。“真是非常感谢胡艺伟
同学，如果没有她帮忙，后果真
是不堪设想。”饶先生介绍，事发
时，母亲带孩子去购物广场，没

想到孩子却走丢了。深汕路是
深圳龙岗的交通大动脉，每天都
有交通事故发生，孩子又不会说
话，如果没有胡艺伟的细心照
顾，可能会遇到危险。“她的一个
小小的爱心善举，看似简单，却
保障了我们家庭的幸福。”饶先
生如是说。

“得知小孩与家人团聚，我自
己也很激动。我只是做了一件每

个大学生都会做的事。”胡艺伟告
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饶先生本想拿
5000 元钱感谢胡艺伟，没想到等
他上车后，却发现 5000 元钱已经

“回到”自己的包里。“我不知道胡
艺伟同学是怎么送回来的。这点
钱只是我们的心意，如果小孩走丢
了，就是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饶
先生激动地说。

本报宜春讯 （记者邹海斌）5
月 12 日，宜春市袁州区西村镇南
塘村下村组，一名2岁女童独自在
水塘边上骑儿童车，不慎掉入水塘
中，危在旦夕。路过此地的2名村
干部目睹这惊险一幕，奋不顾身跳
入水塘，成功将女童救起。

12 日 10 时许，西村镇南塘村
村委会干部易行军、易红云等人去
城下组查看贫困户的危房改造进
度。易红云告诉记者，他们在返回
途中路过下村组时，看见一名女童
独自在水塘边上骑儿童车，不慎连
人带车掉入水塘。他们赶紧停车，

飞奔过去，只见小女孩在水塘里扑
腾，非常危险。

易红云、易行军二人顾不上脱
衣服，手机、钱包也没顾得上拿出
来，踢掉鞋子就从2米多高的塘坝
上跳入水塘中，在1米多深的水里
将落水女童救起。

孩子的奶奶听到喊声，急忙从
屋里跑出来，从易红云手上抱过被
救起的小孙女，对奋勇施救的2位
村干部千恩万谢。这名女童呛了
不少水，幸亏发现及时，经简单施
救后转危为安。

在跳入水塘救人时，易红云的

双脚被水下的碎石、玻璃划伤了 4
道口子，鲜血直流，被送往西村卫
生院进行伤口处理。获救女童的
爸爸从外地特意打来电话，向易红
云、易行军表示感谢。易红云对记
者说：“碰到这种情况，怎么都得下
去救。”

男童走失 大学生及时相助

女童落水 村干部奋勇救起

本报记者 邹晓华

南昌市青山湖区永人小学大力发展素质
教育，提高课堂效率，把更多的课外时间留给
学生，在校内成立了多个社团，如航模社团、篮
球社团、排球社团、葫芦丝社团、书法社团等，
并在各项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本报记者 万仁辉摄

把课外时间留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