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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达人”
可享
“三免”

2018 年元旦起汽车购置税调整

小排量车购税恢复为10%

我市首批有 54 人受惠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血站了解
到，即日起，江苏省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
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和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献血达人”，
可获得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并享受
“三免”政策，我市首批有 54 人受惠。
新版《江苏省献血条例》规定，在江
苏省内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
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
终身荣誉奖的个人，可获得江苏省无偿
献血荣誉证，凭相关证件可免费游览政
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旅游风景区等场所，
不限次数免交全省政府建办的医疗机构

普通门诊诊查费，不限次数免费乘坐城
市公共交通工具（含地铁、公交等）。
市民吴振飞是无偿献血金奖获得
者，他在领取无偿献血荣誉证时说：
“我
定期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从没有想过要什么回报。这次政府出
台了无偿献血‘三免’的政策，体现了党
和政府对长期固定献血者的肯定和关
爱。
”
记者从市人民医院了解到，该院是
江苏省无偿献血“三免”政策服务点，门
诊服务台已张贴了宣传海报，凡持有江
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的患者凭本人身份

证就诊可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
此外，记者从市运管处获悉，我市凡
获得
“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
、
“无偿捐献
造血干细胞奖”和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
身荣誉奖”的个人，可以凭《江苏省无偿
献血荣誉证》免费乘坐我市城市公交。
获得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的条件
有以下三种情况，自愿无偿献血 20 次以
上的个人（捐献 200 毫升全血算一次、捐
献 1 个单位机采血小板算一次）、成功捐
献造血干细胞的个人和无偿献血志愿服
务时间超过 10 年且累计时间超过 1500
小时或累计时间超过 3000 小时的志愿

者。这三种情况分别对应国家无偿献血
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和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
江苏省无偿献血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已统一制作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
全省现共有 42512 人符合“三免”政策。
我市首批有 54 人符合条件，已经有 46
张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发放到“献血
达人”手中。如累计献血已达 4000ml 但
未收到短信通知的可到市血站咨询，我
市发放点：市人民医院北区三楼血站内，
每天发放时间：
8：00-17：
00。
（王天威 沈蓉 陆一祎）

本报讯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在去年发布的通知中明
确，
自2017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对购置1.6升及以
下排量的乘用车按7.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
自2018年
1月1日起，
恢复按10%的法定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
目前车辆购置税的计算方式为：汽车销售发票价格÷
1.17×税率=应缴纳车辆购置税费。举个例子，如果在
2018 年 1 月 1 日之前准备购买 1 辆 15 万的汽车（1.6 升以
下）要交纳的税款为 150000÷1.17×7.5%=9615 元，在
2018 年 1 月 1 日之后按照 10%的购置税计算要交纳的税
款 为 150000 ÷ 1.17 × 10% =12820 元 ，12820-9615=
3205 元，两者相比相差 3000 多元。
根据通知，乘用车购置日期按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或《海关关税专用缴款书》等有效凭证的开具日期确
定。市国税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市民若购买了 1.6 升及
以下排量的汽车，只要购车发票的日期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前，
仍可按 7.5%的税率纳税。
（王天威）

南苑二村

为辖区老人作“防骗”讲座
本报讯 近日，南苑二村社区邀请网监大队朱警
官在社区会议室作“防盗防诈骗法制讲座”，社区 70
余位老年人参加活动。
讲座中，
朱警官为社区老年人讲解了有关电话欠
费、
短信中奖、
电话退税、
短信冒充电信或公安，
以及看
病消灾、
捡钱分钱等多种诈骗形式的手法和作案特点，
提高了老年人的防骗意识和识别能力。 （黄晓燕）

十八般
“捂”艺

城市一品

为社区居民讲法律知识
本报讯 日前，城市一品社区与市烟草局党员志
愿者开展“送法进社区”普法宣传活动，把法律法规
知识送到社区居民手中。
活动中，
普法志愿者重点向社区居民宣传了宪法
及烟草专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还向消费者现场
讲解了真假烟鉴别知识，
提高了消费者对假冒卷烟的
鉴别能力，
增强了消费者的依法维权意识。
（黄晓燕）

近日气温急剧下降，最低温度低
至零度。寒风凛冽，市民出行都裹得严
严实实。图为 12 月 6 日市区街头一景。
姜新春摄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呼吸了？
龚庭鼻炎馆——每天 3 分钟，助你鼻通气爽！
鼻炎是鼻黏膜或黏膜下组织因为病毒感染、病菌感染、刺激物刺激等，导致鼻黏膜或黏膜下组织受损，所引起
的急性或慢性炎症。鼻炎导致产生过多黏液，通常引起流涕、鼻塞等症状。

得了鼻炎，就像是套上了紧箍咒
根据相关统计，我们国家约有 2 亿人患有不
同种类的鼻炎患者，鼻炎患病人群正在逐年以
2%—5%的数量增加，号称严重威胁国人健康的
病魔杀手之一，患者生活、工作饱受困扰，影响孩
子学习成绩，苦不堪言。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
痒、头昏头痛、呼吸困难？我们的生活不该这么
过！鼻炎是小，健康是大，鼻炎长期不治疗，甚至
还会诱发脑膜炎、中耳炎、咽喉炎等疾病，严重者
会造成鼻咽癌！

通知，通知，天造牌茅台
镇原浆酒为了品牌推广，推出
的百元连号钞兑换活动深受
全市新老客户的好评，前期几
次活动的 3000 箱已经兑换一
空，经与厂家紧急协商，启东
市场追加 3000 箱，望新老客
户相互转告！喜欢的老酒友们
可以趁最后活动几天多兑换
一些了。

揭秘龚庭鼻炎膏的前世今生
龚庭鼻炎膏最早起源于清朝，发展于闽南地
区，经龚家人十余代传承，融合了 27 味地道中草
药，沿袭古法熬制而成，不含任何激素成分，安全
可靠，是国家验证的治疗鼻炎“械”字号产品，发
展一年，已建 1000 多家门店，遍布全国各地，直
接受益者达 200 万。

为庆祝龚庭鼻炎膏荣登
CCTV 央视品牌
荣获全国消费者满意品牌

龚庭鼻炎馆，回馈新老顾客巨惠活动震撼来袭

鼻炎三联疗法，
靶向治疗，药效直达病灶
■一疏通:用药后，快速打通鼻腔，
排出鼻内毒垃圾，全程可见；
■二清洗:用药一段时间，药效清洗鼻腔顽固病毒，杀灭致病
菌，鼻炎 康复；
■三修复:巩固治疗，修复鼻腔病变处，重新塑造鼻腔防线，让
鼻子恢复抵抗能力，永不发作。
使用 10 分钟，会频繁的打喷嚏，流鼻涕，鼻子不酸不痒通气了。
使用 1 周期，排出鼻毒，鼻腔恢复自洁功能，鼻炎鼻、窦炎基本康复。
使用 3 周期，告别鼻炎不再复发。

启东日报大院内（长江中路 723 号、和平幼儿园对面）
活动时间：12 月 7 日至 12 月 17 日

得了鼻炎不用愁，就到【龚庭鼻炎馆】！如果您有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慢性鼻炎、萎
缩性鼻炎、鼻息肉、鼻甲肥大等症状困扰的话，不妨来【龚庭鼻炎馆】免费体验，一分钟
让您鼻通气爽！报名电话：6888 8989
龚庭鼻炎馆汇龙店：
公园中路 438 号 15 门面（世纪联华向南 150 米）
龚庭鼻炎馆吕四店：
港城公寓 1-6 门面（十六总加油站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