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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时未获得
税优识别码，其发生的支出是否可以在个
人所得税前扣除？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广实施
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管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7
号）第五条的规定，保险公司销售符合规定
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及时为购买保险的个
人开具发票和保单凭证，并在保单凭证上注
明税优识别码。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未
获得税优识别码的，其支出金额不得税前扣
除。因此，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未获得税
优识别码的，其支出金额不得税前扣除。

二、物流企业自有的（包括自用和出
租）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未取得产权证，
是否可以享受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半征收的
优惠政策？

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33号）的规定，自 2017年 1月 1日起
至2019年12月31日止，对物流企业自有的
（包括自用和出租）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
地，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50%
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因此，符合条件的
物流企业未取得产权证的土地和集体土地
都可以享受上述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持
相关材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后
即可享受。

今年以来，市地税局立足“三点”，不
断优化不动产交易纳税服务，助推“效能
革命”持续深入开展。1-7 月，市地税契
税窗口共完成契税征收 8827 件，入库契
税款35297.67万元，同比增长90%。

一是以流程优化为突破点。通过精
细分工，把工作流程细化为咨询、申报、征
收、复核四大模块，每个模块定责定人，以
此提高工作熟练程度，提升全流程的工作
效率。同时，为应对契税窗口人流量多、
事务繁杂的现象，建立工作预警机制和应
急响应机制，当某一流程人员拥堵时，及

时从其他岗位上抽调人手快速补充，确保
窗口纳税人不积压；当某一项业务较为复
杂时，及时从管理岗位调派业务骨干接手
业务，确保用最快速最专业的方式为纳税
人提供服务。

二是以服务引导为关键点。自去年
契税窗口整体搬迁至国土局不动产登记
中心，全面升级办公系统，推行叫号系统，
并增派了工作经验丰富的税务干部强化
政策宣传和流程引导。申报纳税窗口由
叫号系统自动分派工作任务，纳税人在取
号后可根据排队情况合理利用等待时间，

使纳税人能够更为有序地办理契税业
务。增设专职咨询人员，对不动产交易的
申报资料进行预核，提示申报资料不齐全
的纳税人补充完善相关资料，确保纳税人
申报一次成功，提升纳税满意度与遵从
度。

三是以作风建设为支撑点。契税窗
口始终把作风建设放在首位，紧密结合工
作实际，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开展党员将党课、
专题讨论和作风点评等活动，主动了解干
部职工的思想动态，要求全体干部职工严
格按国家税务总局的纳税服务规范为纳
税人服务，以真情、热心、微笑来面对纳税
人，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张文静）

“以前对纳税信用不够重视，现在发
现有失信记录真的是寸步难行啊！”近日，
一位前来申请纳税信用复评的企业负责
人感慨道。纳税信用等级评定、诚信“红
黑榜”、对重大涉税案件的曝光……一系
列的举措让越来越多的纳税人看到了诚
信纳税的重要性。近年来，市地税局不断
强化纳税信用评价管理，主动融入“诚信
丹阳”建设，提升纳税信用价值，不断完善
守信激励、失信惩戒联动机制。

一是深化“双公示”工作机制。根据

“谁产生，谁提供，谁负责”原则，同时结合
“权利清单”和“责任清单”编制目录，接受
社会监督。依托丹阳市政府“双公示”工
作平台和地税门户网站，建立常态化的行
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双公示”工作机制。

二是及时报送诚信“红黑榜”。明确
信用信息采集标准，合理界定守信、失信
行为，将A级信用的纳税人纳入诚实守信

“红名单”；在参照内外部信息的基础上，
将直接评为D级的纳税人和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当事人纳入失信主体“黑名单”。

三是持续升级“银税互动”工作。加
强与金融机构合作，拓展纳税信用增值服
务，服务地方实体经济。税银双方以企业
金融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在资源配置、服
务模式、支持力度等方面向诚信企业倾
斜，对信用优良的纳税企业简化放贷手
续，及时发放贷款；对信用不良企业进行
严格约束，审批期从严从紧。（潘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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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税局“信用管税”助推“诚信丹阳”建设

广大市民朋友：
近几年来，在全体市民积极参与和支持配合

下，我市机动车驾驶员规范停车、文明停车的意识
不断提高。但同时市民使用非机动车出行的频率
也不断增多，随之而来的非机动车不规范停放的
问题也日益凸显，既影响了车辆和行人通行，又影
响了城市市容市貌。结合我市正在积极开展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工作，为给全体市民创造一个更
好的出行环境，从即日起丹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将加大整治力度，现就有关事宜告知如下；

一、注意事项：
1.非机动车应车头朝外、有序整齐停放在非机

动车停车泊位线内；2.严禁将非机动车停放人行道
和非机动车道；3.严禁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停车泊

位；4.严禁非机动车锁靠在市政公用设施和城市树
木上；5.严禁非机动车随意停在影响车辆、行人通
行和市容市貌的其他地方。

二、处罚告知：
自本告知书公告之日起，若发现未遵守上述要

求的行为，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严格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行人、乘
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
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
扣留其非机动车。”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感谢广大市民朋友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支持！
丹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二O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关于规范非机动车停放告知书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相关
部门获悉，根据全市“263”行动
工作安排，2017年我市要完成 5
条黑臭水体的整治工作，截至目
前，4条黑臭水体已完成整治任
务，还有 1条位于云阳街道的北
沟河待汛期后施工整治。

据了解，目前已完成整治的
4条黑臭水体分别是：曲阿街道
的弯河，全长 1214米；曲阿街道
的弯河支流，全长332米；吕城镇
的东战备河，全长 4011米；吕城
镇的西战备河，全长3830米。剩
余的一条云阳街道的北沟河已
于 5 月底前完成 500 米的清淤，
剩余 5398 米计划汛后施工。其
中，新建的一座北沟河泵站已于
6月 15日前完成箱涵、跌水及堤
坝的封堤和围堰拆除等，目前正
在进行机房外墙砖施工和屋面
盖瓦，变压器已移位至机房侧。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黑臭水
体整治任务是由市住建局牵头、
水利和环保部门参与实施的，前
期经过紧锣密鼓的勘察、设计、
认证、批复，整个项目工程于今
年 4月份开工建设，工程内容包
括拆除、截污、清淤、敷设污水管
线、铺砌河床、修复岸线、绿化种
植等，在多部门的合力推进下，
我市昔日脏臭河已变身生态景
观处。

与此同时，围绕全市水系整
治，我市还排定了 2016-2017年
中、小河流疏浚整治工程，目前

该工程已全部完成，全市共计疏
浚中、小河流 266 条，总长度近
320千米。为巩固黑臭河道整治
成效，今后，我市将严肃查处工
业、企业污水偷排混排、跑冒滴
漏和侵害河道、渠道的违法违规
行为，并建立河道长效管护机
制，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常态化，
全力以赴打赢“263”专项行动攻
坚战，最终达到生态环境改善、
河流环境健康、人居环境质量提
高的总体目标。

（施宏俊 丽萍）

4条黑臭水体摘掉“脏帽”
强力推进强力推进262633专项行动专项行动

保卫碧保卫碧水蓝天水蓝天

高级人力资源师
首次申报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市
职称办获悉，我省将于近期首
次开展人力资源专业高级职
称评审，目前我市已开始受理
评审材料。

市职称办负责人介绍说，
凡在我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和其他企事业单位中从事
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
培训和开发、绩效管理、薪资
福利管理、员工关系管理等相
关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可申
报评审高级人力资源师和正
高级人力资源师。此次申报
条件中，首次明确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在申
报高级人力资源师职称中的
效用。根据资格条件规定，具
有大专以上学历，取得经济师
资格或国家职业资格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师二级证书后，从
事一定年限本专业工作可以
申报高级人力资源师；取得高
级经济师、高级人力资源师或
国家职业资格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师一级证书后，从事本专
业工作5年以上可申报正高级
人力资源师资格。

我市符合申报高级人力
资源师资格条件的专业技术
人员可登陆网站 http://jxjy.
dypxzx.com查询具体申报条件
和要求，并按照规定时间报送
评审材料。 （束军华）

确 保 文 物 安 全
“零事故”

本报讯 23 日下午，我市
召开了 2017 年文物安全工作
会议。会议传达了国家、省有
关文物安全方面的文件精神，
与会人员就今年如何开展我
市文物安全工作、如何大力确
保文物安全“零事故”进行了
讨论，并签订了文物安全保障
责任书。

据悉，近年来文物安全问
题逐渐受到关注，成为关系到
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政治安
全的国家战略问题。会议要
求我市各级文物部门要充分
认识维护国家文物安全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对文物安全工
作做到防患于未然；文保员要
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文物保
护单位执法巡查办法》、《文物
消防安全检查规程》要求，定
时对辖区内的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进行执法巡查和安全检
查，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
患，有效遏制文物安全事故、
违法行为的发生。

此外，会议还向每位文保
员发放了文物安全保障责任
书，分解责任到人，确保监督
监管工作到位，并呼吁文保员
加大对文物保护的宣传力度，
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文物
保护工作。

（范毓珊 丽娜）

暑期公益活动
丰富假期生活

为丰富广大青少
年儿童暑期生活，发挥
青少年创造力、动手能
力，近日，市青少年权
益协会联合团市委和
新区青少年之家开展
暑期公益行系列活动
之“合力亲护、感恩父
母、快乐party”，来自各
社区的 25 名孩子参加
了当天的活动。

（刘娜 陈静 摄）

（上接1版）郑和新还向记者透
露了这样一件事：有个村一位种
植十亩茭白的农户，因为今年茭
白的利润还不够支付雇请茭白
采摘工的费用，竟然不愿采摘，
宁愿让茭白老在地里。

采访中，记者问郑和新下一
步发展有何打算？他表示：农业
转型还得围绕市场需求不断探
索。他打算对原来的茭白田进
行改造，用以专门养殖小龙虾，
使其与周边经过加宽后养殖小
龙虾的一片水塘，形成连体的龙
虾养殖区域。这样不仅成本低，
产品上市时间也比较短，今后自
己准备在发展这一短、平、快增
收项目上做些文章。

（蒋须俊 毛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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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出售信息
●西门公寓一单元 601 室（西门
加油站西侧），面积 125 平方米，
三室两厅一卫，三开间朝南，精
装婚房，带有约 10m2车库，价格
面议，有意者请与陈女士联系，
电话：13196859073
●大泊天工工业园厂房4446m2,土地7.6
亩，两证齐全，电话：13706105119芮
●普善厂房5300m2，双层，水电全，18605252727
●江南嘉园门面70.85m2，180万，18605116716
●江南人家商铺416m2低价出售，13775069688

遗失信息
●丹阳市捷诺工具有限公司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606020252，声明作
废。
●江苏宁屹汽配科技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税号：
321181074701299，声明作废。
●江苏宁屹汽配科技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代
码：07470129-9，声明作废。
●江苏宁屹汽配科技有限公司
机构信用代码证遗失，代码：
G10321181003459605，声 明 作
废。
●江苏宁屹汽配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141003459601，声明作废。
●江苏宁屹汽配科技有限公司
原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江苏宁屹汽配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正本编
号：321181000201308020003S，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308020004S，声 明
作废。
●丹阳品正眼镜有限公司原合
同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顺万工艺品经
营部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3141003574401，声明作废。
●眭光中遗失残疾证，证号：

32111919560203181012，声 明 作
废。
●马丽芳遗失残疾证，证号：
32111919650603182351，声 明 作
废。
●束方平遗失丹阳市开发区束
方平五金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
编 号 ：321181000201311260021，
声明作废。
●丹阳市欧峰电器有限公司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605110233，声明作
废。
●丹阳市凯隆光学眼镜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3141003333001，声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千百惠百货商
行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税号：
32118119631001044702，声 明 作
废。
●丹阳市界牌镇宏通配载服务
部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编号：
321181000201506120143，声明作
废。
●丹阳市开发区尼奥真空机械
配件经营部原公章和法人“金淑
子”私章一并遗失，声明作废。
●金淑子遗失丹阳市开发区尼
奥真空机械配件经营部的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141002262101，声明作废。
●丹阳博来腾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原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
废。
●侯芝静遗失丹阳市云阳镇枝

汬优时代电子商务部营业执照
正 本 ， 编 号 ：
321181000201606300180，声明作
废。
●荆洪良遗失丹阳市超达五金
车辆厂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3211812800058，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秦彧因保管不善，将坐落于
东方盛世10幢1605室、苏（2016）
丹阳市第 0004320号不动产权遗
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现声明该不动产证明作
废。

特此声明。
2017年8月23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陈顺清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商业街新欣市场04号、丹房权
证开发区字第 020227号房产证、
丹国用（2006）字第 2947 号土地
证遗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

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房
产证和土地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7年8月23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丁国良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延陵镇延陵村彪塘8组、地号：
202-11-03 号土地证遗失（灭
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
请补发，现声明该土地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7年8月23日

土地分割转让证
遗失（灭失）声明
丹阳新城宏盛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因保管不善，将坐落于
吾 悦 华 府 2-2105 室 、丹 分 割
（2016）第 1987 号土地分割转让
证遗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
条的规定，现声明该土地分割证
作废。

特此声明。
2017年8月23日

民工工资保证金
退还公示

由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
司承接的丹阳“荣城国际 F、G 地
块及地库”、实验小学教学楼工
程，目前已竣工。根据有关规定
并经该单位申请，现对其保证金
退还进行公示。如对此项目民工
工资发放问题存在意见，请在二
周之内跟丹阳市清欠办反映，联
系电话：86500492，联系人：周先
生。

本公示时间从 2017年 8月 24
日起至2017年9月7日止。

今年最强台风“天鸽”
昨在广东珠海南部沿海登陆

新华社北京 8月 23 日电
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今
年第 13号台风“天鸽”（强台
风级） 的中心已于 23 日 12 时
50分前后在广东珠海南部沿海
登陆。

8 月 23 日早上 6 时，中央
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
预警，中国气象局也将重大气
象灾害（台风）应急响应提升
至二级。

中央气象台台海中心预报
员钱奇峰介绍，“天鸽”是今
年以来登陆我国最强台风，有

“个头小”、预报难度大、近海
区域强度快速加强等特点。

此外，由于“天鸽”登陆
时间恰逢农历七月初二，赶上
了天文大潮发生，风暴潮与天
文大潮两个波峰叠加，对潮位
影响巨大，专家提醒须做好高
潮位防范工作。

专家介绍，“天鸽”从广
东登陆后，还将继续向偏西北
方向移动，穿过广东和广西，
扫过我国的珠三角经济带，直
至进入云南。所到之处，“天
鸽”将带来较强风雨，并使受
影响地区高温情况有所缓解，
提醒防范城市内涝，中小河流
洪水及山洪、滑坡等灾害。

“天鸽”通过澳门
致3死多伤

新华社澳门 8 月 23 日电
记者 23 日从澳门特区政府卫生
局获悉，台风“天鸽”通过澳门期
间，已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

卫生局表示，共有 3 名男性
伤者送往仁伯爵综合医院急诊部
求诊，其中 1 名本地劳工被吹倒
的墙压至重伤，1 名澳门居民在
家中 11楼跌下 4楼平台重伤，以
及1名持通行证的内地居民被货
车辗过重伤，3 名伤者送院抢救
无效死亡。

另外，已有约 20名轻伤者被
送往仁伯爵综合医院急诊部接受
治疗，未来预计还有其他伤者陆
续前往接受治疗。

23 日 12 时 30 分左右，澳门
大部分地区出现停电现象。供电
部门随后启用本地发电机组，于
14时左右暂时恢复供电。据《澳
门日报》报道，珠海向澳门输电线
路发生故障，本地发电只能供应
澳门用电总量的三成。

治安警察局 13时左右通知，
临时关闭拱北边检和珠澳跨境工
业区口岸，重新开放时间待定。

16时左右，澳门地球物理暨
气象局将之前挂出的 10 号风球
改为 8 号，并称未来风力将逐渐
减弱。

海归大熊猫“宝宝”欢度4岁生日
8月23日，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大熊猫

“宝宝”准备享用它的“生日蛋糕”。当日，海归大熊猫“宝宝”迎来
4岁生日。

联合国儿基会：

今年已有83名儿童在尼日利亚沦为“人弹”
新华社联合国 8 月 23 日

电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
会）22日发表声明说，2017年以
来，尼日利亚东北部地区已经有
83 名儿童被迫成为“人体炸
弹”，数量是2016年全年的4倍。

据统计，自 2017年 1月 1日
以来，有55名女童、27名男童和
1名婴儿沦为“人体炸弹”。

声明说，利用儿童实施自杀
式袭击的做法是一种暴行。一
些遭绑架的儿童即便得以逃生
或最终获救，也难以再次融入社
会。

另外，儿基会说，尼日利亚
东北部地区面临饥荒威胁，今年
有大约 45万名儿童有罹患严重
急性营养不良的危险。

美国白宫因发现
无主包裹短暂关闭

新华社华盛顿8月 22日
电 美国白宫 22 日下午因北
面草坪附近发现一个无主包
裹，短暂关闭了约一个小时。

负责白宫安保的美国特勤
局发言人说，当天下午1时许，
在白宫北面安全护栏外发现一
个包裹，警方随即清场。经检
查发现，这一无主包裹里没有
危险品。包裹主人没有找到。

在白宫发现无主包裹数分
钟前，美国国会大厦一处不对
公众开放的台阶上出现一个可
疑包裹。国会警方发言人随后
说，包裹里没有危险物品，但警
方以非法进入为由逮捕了一名
男子。

印度北部一列车脱轨至少50人受伤
新华社新德里 8 月 23 日

电 印度北方邦奥赖亚县境内
23日凌晨发生一起列车脱轨事
故，造成至少50人受伤。

事故发生在帕塔和阿杰尔
达两个火车站之间的路段。印
度媒体援引铁路人士的消息说，
事故现场当时正在建设一条专

用货运通道。
这是 4 天来北方邦发生的

第二起列车出轨事故。19日下
午，一辆列车在途经北方邦的穆
扎法尔讷格尔附近时发生车厢
脱轨事故，造成 23 人死亡、150
多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