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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部分是年轻夫妇

本报7月28日讯 (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于文华 ) 今年
上半年，环翠区民政局婚姻登
记处心理辅导师，共挽回35对
婚姻，其中，大部分是年轻夫
妇。

家住市区的男子小张和妻
子小李结婚一年多，为照顾孩
子，两家的父母都住在一个屋
檐下。小李的母亲疑心较重，

小张的母亲则口无遮拦，两个
老人在照顾孩子时经常发生口
角，夹在中间的小两口也因袒
护母亲，而经常发生矛盾。

7月中旬，小张、小李又因
为琐事发生争吵，气头上的二
人说过不下去就离婚，并来到
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了解情
况后，没有让两人直接办离婚
手 续 ，而 是 带 进 了 心 理 辅 导

室。
心理辅导师现场给二人分

析离婚后的利弊，并介绍离婚
对孩子成长的影响，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劝说，二人当场和好，
并表示要回家做各自母亲的工
作。

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介
绍，婚姻登记处为发生矛盾的
家庭设立心理辅导室，外聘了

辅导师。遇到闹离婚的夫妇，
工作人员首先会判断他们的情
绪，如果二人犹豫不定，说明
二人对家庭还有感情，一般都
是冲动后的决定，“很多年轻
人，因为一些琐事冲动离婚，
事后很多人都后悔。”今年上
半 年 ，通 过 心 理 咨 询 师 的 劝
导，有3 5对夫妻达成和解，不
再闹离婚。

荣成国税开展

加油站专项治理

近日，荣成市国税局举办房
地产企业税收知识专题培训班，
全面增强全局对房地产企业税
收征管的理解与把握。今年下半
年，房地产等行业的“营改增”工
作将全面展开。此次培训班针对

“营改增”后房地产企业增值税
的征收重点和难点问题，对全局
50余名征管一线人员及业务骨
干进行了学习培训，并结合以往
税收征管实践对房地产企业的
成本核算及工程决算知识进行
了重点讲解。

通讯员 刘恒涛

““僵僵尸尸车车””
7月25日，乳山建设街上，一

辆“僵尸车”被拖走。乳山“创城”
启动以来，乳山公安排查、清理

“僵尸车”，还道于民。
通讯员 宋杰 王晓飞 摄

高区国税

落实税收协定

高区国税局加大税收协定落
实力度，开通税务纠纷受理专门
通道，为跨境纳税人避免双重征
税或税收损失做好服务。

近年来，威海企业“走出去”
步伐不断加大，外企入威扎堆发
展也日益增多，特别是随着“一带
一路”战略实施和中韩自贸协定
签署，双边贸易进一步活跃，更需
要充分发挥税收协定的法律基础
作用，提高税收确定性，维护纳税
人合法权益。

高区国税局以此为契机，加
大税收协定落实力度，充分利用
税收协定项下的双边磋商机制，
开通税务纠纷受理专门通道，为
跨境纳税人避免双重征税或税收
损失充分做好服务工作。今年来，
已依法为2户已审批协定待遇的
企业办理了后续备案，并落实税
收优惠149万元。

通讯员 谭佳世

本报7月28日讯 (记者 冯
琳 ) 25日起，荣成新增荣成—
夏庄、崖西—山河吕家等2条公
交线路。同时，原210、255、256、
257、259、260、262、263、259等9
条线路调整，新增22处站点，挪

动9处站点。
7月15日，荣成北部10个乡

镇开通二三级公交。经过半个月
的试运行，荣成城乡公共交通有
限公司调查客流情况，收集居民
建议，对部分线路进行优化调

整。调整后，新增荣成-夏庄、崖
西-山河吕家等2条线，运行区间
分别是：218路(荣成-夏庄)途经
荣成顺通驾校、新妇幼、特殊教
育学校、前密文至荣成，1部车；
261路(崖西-山河吕家)途经后高

家、庄上王家、后苏格、大蒿泊、
上庄、小山口，1部车。

同时，以上北线公交还增
加了22个公交站点，9个公交站
点位置发生变化，此外，14个车
次的发车时间提前。

荣荣成成新新增增22条条公公交交线线路路
北线公交新增22个站点，9个站点位置调整

28家企业被认定

省级“专精特新”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于淑华 ) 从市财政

局获悉，近日，28家威海中小企业
被认定为省级“专精特新”。

自去年以来，“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每年可获市财政补助3万
元，截至目前，威海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已达到68家。

本报7月28日讯 (通讯员
宫明 姜春勇) 乳山西城华府
小区的一对年轻夫妇因闹矛
盾，妻子趁丈夫不在家把将家
电全部搬到娘家，丈夫回家以
为招了贼而报警。

7月27日下午，在外打工的
的阚某下班回到乳山西城华府
小区家中，发现电视机、冰箱、
空调、电脑、音响都不见了，阚
某报警。

商业街派出所民警赶到现

场调查，发现阚家门窗完好，
民警以为是一起技术开锁入室
盗窃，但要把几件大家电搬出
小区也很难。小区保安反映，
当天下午，年轻女业主兰某搬
走了一些家电。民警联系兰某

的母亲张某，确认兰某搬走了
家电，阚某这才心中有了底。
原来，前些天他与妻子兰某闹
矛 盾 ，自 己 跑 到 单 位 住 了 几
天 ，没 想 到 妻 子 会 将 家 电 搬
走。

小小俩俩口口闹闹纠纠纷纷，，妻妻子子离离家家搬搬走走家家电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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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荣成市国税局按
照省政府《全省加油站综合整治
行动方案》工作部署，结合辖区加
油站税收征管实际，开展了对加
油站专项税收治理工作。截至7月
底，该局局共查处涉税违法加油
站13户次，评估入库税款282 . 89
万元，加收滞纳金14 . 27万元。

通讯员 刘恒涛 黄丽雅

荣成市国税举办

房地产企业培训

26日，环翠区嵩山街道向阳
社区举行“情满嵩山、圆梦紫宸”
公益活动，现场为8名小学生捐款
17000元；通过现场募捐、拍卖筹
得善款6783元，成立“紫宸爱心慈
善基金”。

通讯员 姜海潇

速读

本报7月28日讯 (记者 冯
琳) 8月，威海市民凭有效证件
可享定远舰景区4折门票，老人
及学生折扣更低。

此次定远舰景区惠民是为庆
祝景区开放10周年。优惠如下：自
8月1日至8月30日，威海市民凭有

效身份证件参观定远舰景区即可
享受原价75元/位、现30元/位的
优惠。常年在威海务工或生活的
外地人，凭借有效证件如居住证
也可享30元/人次优惠。60周岁以
上老人及学生，凭老年证或学生
证可享15元/位优惠。

8月定远舰景区打折票迎10周年

本报7月28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李淦 ) 记者
从威海市民政局获悉，今年义
务兵优待金已开始发放，31日
前，3924余万元优待金将全发
放到2100余户义务兵家庭。

根据威海市2 0 1 2年出台
的《关于调整义务兵优待金标

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义
务兵优待金实行城乡一体、同
役同酬，按不低于户籍所在地
上年度农村人均纯收入标准发
放。

威海市义务兵优待金建立
了自然增长机制，标准随着威
海经济增长而提高。

义务兵优待金，31日前发放到位

日前，施工人员在卧龙山小区进行外墙保
温及污水、热力管线改造。今年高区将对8个
老旧生活区进行综合整治，预计11月底完工。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尹雪琪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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