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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房
▲售神火大道与香君路交叉口
盛大世纪名城对面和谐小区 4
楼，四室两厅两卫，精装，
230m2。13937000374
▲吉房低售，帝和 B 区 3 楼，
141.7m2,，四室两厅，楼王位
置，双气精装修，拎包入住，
证满 5年，可做按揭，绝佳位
置，出行方便，非诚勿扰！
18137069761
▲售凯旋商城对面通讯商城 1

号楼5楼（复式），房产证面积
182.82m2，价格面议。
3261888 17637021459
▲售地：中州路和环保路交叉
口往东 100米，两块别墅用地，
各 1.1 亩 ，70 年 出 让 性 质 。
13651831280
▲售白云游乐园附近门面房和
住房。13598330088
▲售商丘木石苑小区 3 楼，
131m2，配房 40m2，水、电、暖齐
全。13503709698
▲急售商丘市睢阳大道与珠江

东路交会处西南角“合谐新天
地”小区内 15楼，148m2,三室两
厅，毛坯，一梯两户，南北通透，
户型合理，配套齐全，价格面
议，非诚勿扰！15637097128
▲睢阳区中州路与长江路交叉
口文苑小区 A 栋 4 楼东户，
140m2，水电暖齐全，价格面
议。13603700199
▲售中原佳海国际商贸城一期
33栋商铺一间，38m2，30万元。
13103901766

租房
▲办公楼出租：南京路与凯旋
路交叉口有一整层办公楼出
租，面积 230m2，月租金 1500
元 （送 300m2 广 告 空 间）。
13781500556
▲出租神火大道与合欢路交叉
口，5楼，120m2，水电、空调、家
具齐全。15824799918
▲出租香君路与紫荆路交叉
口 附 近 民 安 小 区 ， 6 楼 ，
137m2，三室两厅，水电、家

具齐全。
13592331608
▲出租归德路前进小学对面
商鼎国际，附近有银行、大
润发超市、大商、健身房，
一 中 、 六 中 、 二 幼 步 行 可
达，正规小区，有门禁，居
住安全，新房，精装修，生
活设施齐全，拎包入住。
15937006677

转让

▲体育彩票店 ，因无人经营急
转 ，接 手 即 可 营 业 。15627736666▲民主路与纱厂一
街交叉口东50米，营业中饭馆
因 无 人 经 营 低 价 转 让 。155390239399

招聘
▲某银行高薪招聘银保大堂经
理 20名，业务员 50名，年龄22岁~42岁，男女不限，底薪
（无责） +提成+五险一金+福
利。张经理 19937069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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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地址：中意建材市场院内格力空调专卖店
（香君路西南门进向北50米路西）

电话：0370-3398686
18603701969（微信同号）

经营范围：格力空调、格力中央空
调、新风系统、水处理全屋净化系
统、中央空调清洗保养。

商丘格力中央空调
（商丘诚信电器）

买格力价更优 中意建材找老周

蓝鼎新能源诚招各县、乡 （镇） 代理商！

35800元兰博基尼开回家，高端、大气、上档

次，油电混合动力，光伏蓄电池。

地址：虞城县东环路与大同路交叉口向南

150米路东

详情咨询电话：18595398399（微信同号）

蓝鼎新能源诚招代理商 商丘市日月湖连锁酒店
手握一张卡 轻松住酒店
日月湖文化酒店 预订电话：0370—2789888
地址：北海路与豫苑路交叉口向北200米路北
日月湖天伦时尚酒店 预订电话：0370—2876777
地址：神火大道与团结路交叉口向南200米路东
日月湖如家商务酒店 预订电话：0370—3331333
地址：凯旋路与长江路交叉口向北200米路西
日月湖如家酒店 预订电话：0370—3995666
地址：神火大道与团结路交叉口向北20米路东

本栏目分类广告
一个电话上门服务

上门服务热线：

宋 晨 13592345321

关金杰 15539056581

天下科技

地方税额明确
北京按最高限征税

开征环保税一个重要原则是
实现排污费制度向环保税制度的
平稳转移。业内最关心，这税怎么
收？

根据环保税法，环保税的征税
对象和范围与现行排污费基本相
同，征税范围为直接向环境排放的
大气、水、固体和噪声等污染物。其
中，大气污染物税额幅度为每污染
当量 1.2元至 12元，水污染物税额
幅度为每污染当量1.4元至14元。

据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
介绍，目前，除西藏自治区外，各省
区市均已按法定程序出台了本地
区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
具体适用税额。

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浙
江、安徽、福建、江西、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等 12个省份按低
限确定税额，其大气、水污染物税
额分别为每污染当量 1.2元和 1.4
元。

山西、内蒙古、山东、湖北、湖
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等 12个省份税额处于
中间水平，其大气污染物税额在每
污染当量1.8至3.9元之间，水污染
物税额在每污染当量 2.1至 3.5元
之间。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
河南等 6个省份税额处于较高水
平，其大气污染物税额在每污染当
量 4.8至 12元之间，水污染物税额
在每污染当量4.8至14元之间。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
司司长蔡自力介绍，环保税实行

“国家定底线，地方可上浮”的动态
税额调整机制。以环境承载能力较
小的京津冀为例，北京市按最低税
额标准 10 倍的最高上限确定税
额，其大气、水污染物税额分别为
每污染当量 12元和 14元；河北则

按照最低税额标准 8倍确定了环
北京 13个县的大气和水中主要污
染物的适用税额。

王建凡说，总的来看，各地出
台的税额统筹考虑了本地区环境
承载能力、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济
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有利于发
挥税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调
控作用。

“绿色指挥棒”发力
甲醛按24倍征税

“开征环保税的环保意义大于
财政意义。”王建凡说，环保税主要
目的是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环保税
法总则第一条就写明立法宗旨，开
征环保税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环
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环保税的收入规模在税收总
收入中占比很小，开征环保税不是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构建绿色
税制，发挥税收‘杠杆’调节作用，
引导企业既算经济账，也算环保
账，助力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总目
标。”蔡自力说。

王建凡说，环境保护税以污染
物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多排污多
缴税、少排污少缴税”，并对降低排
污浓度的企业给予减免税优惠，这
一机制可以促使环境外部成本内
生化，倒逼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
型升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
方式转变。

以大气污染物为例，排放等
量但具有较高危害性的“甲醛”
所要缴纳的环保税是普通“烟
尘”的24倍。

蔡自力解释说，环保税针对
不同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设置差
别化的污染当量值，实现对高危
害污染因子多征税。这种政策处
理，有利于引导企业改进工艺，
减少污染物排放，特别是高危污

染物的排放。

已确认33万户纳税人
征管新机制护航“绿色税收”

环保税虽规模不大，但制度转
换难度大。环保税法确定了“税务
征管、企业申报、环保监测、信息共
享、协作共治”的征管新机制，为部
门间合作提供了良好范例。

王建凡说，从实际情况看，环保
税征管相对复杂，对污染物排放监
测专业技术要求高，需借助环保部
门的污染物监测管理能力，税务机
关与环保部门的工作协作配合是否
顺畅，关系到环保税法的实施效果。

“排污费征收 38年来，累计向
1380万户排污单位收费共计 3169
亿元，用于筹集污染防治资金，为加
强环境保护发挥了作用。”据环保部
环境监察局副局长夏祖义介绍，目
前，各地环保部门已完成全部历史
涉税数据向地税部门移交工作。

蔡自力说，各级地税机关已据
此初步识别和确认环保税纳税人
33万户，并初步建立了环保税税
源数据库。

“我们在设计表证单书时，较
原征收排污费减少了2/3的申报表
单及数据项，大幅减轻了纳税人申
报负担。”蔡自力说，环保税法明确
了纳税人的自行申报义务，有利于
增强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税务部
门会同环保部门开展联合辅导和
重点辅导，确保纳税人“懂政策、能
计算、会申报”。

据了解，在环保税首个申报缴
纳期之前，各级财政、税务、环保等
部门将进一步做实做细相关准备
工作，确保征管工作有效有序进
行。进一步细化明确有关政策，为
纳税人提供更加细致地辅导和服
务，切实加强部门协作配合，提升
污染物排放监测能力和水平。

据新华社

环保税来了 究竟影响几何
——权威部门详解我国首个绿色税种征管新规

2018年1月1日起，我国首个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绿色税种——环境保护税正式施行，以此取
代了施行近40年的排污收费制度。环保税按季申报缴纳，2018年4月1日至15日将迎来首个征期。

环保税如何征收？税率如何确定？对哪些行业影响较大？针对各界关心的问题，财政部、税务总
局、环保部有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0 日
电 科学家 10日说，他们在两块
几乎跟太阳系一样古老的外星
陨石中首次同时发现了水和有
机物，这为寻找地外生命带来了
新希望。

这项研究由英国开放大学
行星与太空科学部的陈恺姗博
士领导，她之前是美国航天局约
翰逊航天中心的研究员，论文发
表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
志上。

陈恺姗接受新华社记者邮
件采访时介绍，两块陨石收集于
1998年，分别名为“扎格”和“莫

纳汉斯”，它们不仅化学组成和
矿物含量相似，而且都含有蓝宝
石颜色的盐粒。这些盐粒均含有
液态水，十分罕见。

研究发现，这些盐粒的年龄
超过 43亿年，与太阳系几乎同
龄。除含水外，它们还含有原始
而简单的有机物，以及一些由简
单有机物合成的物质，包括组成
蛋白质的重要生物分子氨基酸。

陈恺姗指出，在盐粒中发现
水和有机物并不代表发现生命，
但却说明盐粒来自一颗充满水
分及有机物的小行星，这对探索
生命起源意义重大。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人
们通常认为，使用火是人类独有
的能力。但科学家新近报告说，
有切实证据表明，生活在澳大利
亚的几种猛禽会有意纵火，将藏
身于草木中的猎物驱赶出来。这
一发现意味着鸟类学会用火可
能比人类更早。

鸟儿从火堆里捡起燃烧的
树枝、扔到其他地方引发新的火
情，澳大利亚一直有对这类现象
的目击报告。研究人员在新一期
美国《民族生物学杂志》上发表
报告说，在长达 6年的研究中，
他们收集到的目击报告大部分
来自生活在澳大利亚北部热带
稀树草原的原住民，涉及黑鸢、
啸鸢和褐隼等3个物种。

从目击者观察到的行为模
式看，这些鸟儿是有意纵火，它
们通过捡拾燃烧的树枝实施“盗
火”，这种行为可能比人们原先

认为的更频繁。它们通常只在野
火蔓延受阻、可能熄灭时采取行
动。虽然携带燃烧的树枝可能威
胁鸟儿自身安全，但为了维持野
火燃烧，它们似乎“甘冒风险”。

目前还不清楚纵火行为在
鸟类整体中的普遍程度，但美
洲、非洲和南亚等全球多个地区
都曾报告鹰隼等鸟类纵火现象，
如果这些报告得到证实，将意味
着不同地区的鸟类独立进化出
了这种行为。

研究人员认为，鸟类纵火有
可能引发严重火灾，威及人类安
全，野火管理需要把这些空中

“纵火犯”也考虑进去。

外星陨石中
首次同时发现水和有机物

有些鸟类会纵火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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