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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网上轻松办
浙江省全程电子化登记平台智能客服：小联（24 小时在线）
电话客服：400-888-4636 网址：http://wsdj.zjaic.gov.cn/

扫一扫手机查看

多饮多食、乏力恶心
这些症状可不是妊娠期“标配”
本周关注
记者 潘旭婷
通讯员 葛超

戴莉芳

“医生，孩子这两天不怎么动
了，特别是今天，基本上就没
动。”孕妇蒋女士像往常一样到医
院产检，顺便提了一句最近的胎
动情况。然而蒋女士的“随口一
说”却让医生揪起了心，一听胎
心，胎心没了！超声提示：死

胎。这无疑是个晴天霹雳，蒋女
士瞬间瘫软，泪如雨下：“都 38 周
了，还有十来天就是预产期，宝
宝怎么会说没就没了……”然而
更不幸的还在后面。
蒋女士入院后准备引产，但
是术前检查发现其血糖异常升
高，随机血糖高达 33.3mmol/L(正
常值为 11.1mmol/L 以下)，查尿常
规提示：尿酮体 3+，尿糖 2+。这
些指标表明蒋女士可能患有糖尿
病，但是她极力否认自己有糖尿
病史。在医生的仔细追问下，蒋
女士表示这几天确实有多饮多

尿、乏力气促、恶心呕吐等不
适，“怀孕了不都是这样嘛！”蒋
女士以为是正常孕期反应，未予
重视。了解情况后，医院立即请
县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林亚静主任
会诊，确诊为“糖尿病酮症酸中
毒，暴发性 1 型糖尿病”。妊娠孕
妇是这种疾病的高危人群，该病
多发生于妊娠期末 3 个月及分娩后
2 周内，往往起病急、发展快、预
后差，若未能及时诊断、纠正，
常导致患者在短期内死亡，且死
胎率较高。县第一医院医务科立
即组织 ICU、内分泌科、产科等

多学科专家联合救治后病情迅速
得到控制，患者转危为安，但是
胎儿还是永远离开了。
县第一医院产科主任医师李
艳凤提醒广大孕产妇，虽然暴发
性 1 型糖尿病发病急骤，病情危
急，但是也不是一点征兆都没
有 ， 起 病 初 期 会 有 多 饮 、 多 食、
多尿、体重减轻等“三多一少”
症状，还有部分患者伴恶心、呕
吐、乏力、腹痛等消化道症状。
如果发现有这些症状千万不要掉
以轻心，应及时就诊。

孕期手工胎教
给宝宝暖心的礼物
日前，县妇幼保健院在孕妇学校
开设了一堂别具一格的孕期手工胎教
课程。在手工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准
妈妈们认真学习，互相交流切磋，全
身心投入到为宝宝准备的第一件暖心
礼物中，整个过程准妈妈脑、眼、手
并用，不仅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平静祥
和，也能促进胎儿脑部发育。
（通讯员 徐静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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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国税局提醒

企业端午发粽子勿忘税务处理

个人消费，视同销售货物。”若公
司是将自产的粽子用于职工福
利，则作为视同销售处理，需要
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若公司是
记者 何莎莎 通讯员 祝莹洁
将外购的粽子用于员工福利，则
这部分的增值税的进项税额需要
临近端午，众多企业会发放
转出。
粽子作为职工福利，但很多人不
其次是个人所得税。根据
知道，这粽子是要作税务处理
《个 人 所 得 税 法》 第 十 条 规 定 ：
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日前，县国税局在对某企业 “个人取得的应纳税所得，包括现
金、实物和有价证券。”所以企业
进行税务检查，发现该企业在端
发放粽子属于职工获得非货币性
午节给职工发放外购的粽子时，
福利，应按照公允价值并入发放当
未将这部分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做
月的职工个人的“工资、薪金”收入
进转出，导致企业少交税款。县
中，计算扣缴个人所得税。
国税局最终责令该企业补缴增值
最后是企业所得税。根据
税和滞纳金。企业不仅多交了滞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
纳金，还影响了信用等级。
施条例》 第四十条规定：“企业发
县国税局法规科葛正平接受
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
采访时说道：“虽然粽子的价值不
资、薪金总额 14%的部分，准予
高，但其涉及的税收知识却是不
扣除。”购入粽子的费用是记做企
少。”
业员工的福利费，如果明年企业
首先是增值税。根据 《中华
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福利费超过工
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
资薪金总额的 14%，则超过部分
细则》 第四条规定：“将自产、委
的金额还要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

温馨提醒

小小香囊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林 仙
绒） “这个香囊的味道真好闻！”
“谢谢，你们太有心了！”
“看病还有
香囊送，真暖心”……昨日上午，大
佳何卫生院里人人笑意盈盈，一派
祥和景象，原来该院正在举行端午
节前送香囊活动。
端午节佩戴香囊是我国的古
老习俗，民间曾有“戴个香草袋，不
怕五虫害”之说。大佳何卫生院为
了让群众感受浓浓的端午节日气
氛，体验中医药传统文化魅力，用
石菖蒲、薄荷、白芷、丁香等 8 种中

医患情深
草药精心制作具有提神醒脑、防蚊
虫等功效的 200 余个香囊，免费赠
送给患者、健康体检的老人、儿童
及家属，以表达对他们节日的问候
及健康平安的祝福！
在大佳何卫生院坐诊的县第
一医院中医科主任应震红主任医
师提醒怀有宝宝的准妈妈们，要知
道自己佩戴的香包里中草药的成
分，那些活血化瘀及气味特别大的
中草药很不适合孕妈，尤其不要在
网上盲目购买。

世界杯是什么？
我看世界杯
南溪生
世界杯就是一个曼妙的女
子，影影绰绰的，款款而行的，
四年与你邂逅一次，撩拨起你所
剩不多的那一丁点“基情”。一次
精妙的配合、一个精彩的进球便
会瞬间点燃你的肾上腺素。而你
感觉像要飞。
世界杯是唯一被允许的四年
一次的“艳遇”。这个时候，男人
们可以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撇
开老婆孩子去“约会”，而老婆大
人们不但不责怪，多半还要含着
柔 情 送 上 关 心 关 怀 ：“ 年 纪 不 小
了，您老可悠着点！
”
世界杯是一个光怪陆离、叫
人目眩神迷的舞台，你方唱罢我

登场，有人在这里演砸了，出过
洋相；有人在这里成名了，“出将
入相”。更有甚者，踢而优则仕，
如维阿还当上了总统。谁说的四
肢发达头脑简单呢？
世界杯是“铁打的营盘”，但
也“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东道主大家抢着当，大力神杯豪
强轮着举。球星是“流水的”，看
了 6 届世界杯，从大罗小罗到小小
罗，从忧郁王子、冰王子到斑马
王子，从金毛狮王、花蝴蝶到小
跳蚤，早已几代新人换旧人。
世界杯是一道变化着的风
景，除了风景本身、装饰风景的
人，看风景的人也在变。年龄变
大了，追星不像以前狂热了，年
轻时如数家珍的球星们，现在扳
扳手指大概也就梅西 C 罗内马尔
了。
变的还有看风景的心情。以

前迷桑巴、罗纳尔多、里瓦尔
多、卡福、卡洛斯，那水银泻地
似的进攻配合，乖乖，真叫一个
绝。那绿茵场上滚动的哪里是足
球，简直是音符，是乐章。那腿
脚丫子，一个个都是拉大提琴小
提琴的。那家伙，要是巴西不夺
冠还有天理？感觉便像天都要塌
下来了。现在无所谓了，即便球
门一次次被日耳曼人捅破捣烂如
蜂窝，也不过唉个声叹个气，无
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了。谁
拿冠军不都一个样？这不，今年
要是冰岛捧杯才好玩呢!以前盼着
世界杯，就像小孩子盼过年，有
的吃有的玩有的乐，扳着指头数
日脚，过了这个年望着下个年。
现在是能过一年是一年，今年不
作他年想了。
变的还有一起看风景的人。
最早是一帮同学，后来是一群同

事，现在也就约上几个好友，或
家里，或小酒吧坐坐。借用鄙县
围棋“名人”金老师的话，就是
“看看球，聊聊人生”了。二十数
年一恍惚，回头一看，即便看
球，也很少有人能与你“从一而
终”的，若有，便是难得的缘分
了。
世界杯是一道大餐，但吃多
了容易消化不良。年轻时候身体
好，你可以满汉全席狼吞虎咽
之，现在就必须要有选择，挑你
喜欢的，还得细嚼慢咽之。
某哲学家有名言，人生无非
是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来回摆动的
钟摆。如此说来，世界杯其实不
过是那钟摆晃动时发出的几滴响
声，要是这响声能让你稍稍解除
一些乏困，生发出一点乐趣，何
必更有他求？

安全警钟长鸣 防范于未然
6 月 12 日，湖西社区工作人员在辖区内开展了安全事故隐患检查，重点检
查了小区内的消防栓、灭火器的摆放，消防通道是否通畅、电梯是否定期检
查、定期保养，急救应急设施是否完好等，并要求各小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
施进行限期整改。
（通讯员 王佳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