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水管道故障致市区大停暖
开发区和山海天未受影响

本报12月20日讯(见习记者
张萍) 20日下午4时起，多名

居民拨打本报问暖热线8308110

反映，家里的暖气不热，暖气片
变得冰凉。记者了解到，由于华
能日照电厂除污器主管道发生
漏气，导致日照热力公司供热系
统受到影响。除开发区、山海天
度假区，市区其他地方均受到影
响。华能日照电厂预计当晚11点
抢修完毕。截至记者发稿，供热
仍未恢复。

20日下午4时，记者首先拨
打了日照市热力公司电话进行
询问。该公司一负责人告诉记
者，因为华能日照电厂机器发生

故障，整个供热系统受到影响，
导致市区大范围停暖。热力公司
高温水来源自华能日照电厂，后
经热力公司各个换热站到达住
户家中，实现供暖。该负责人称，
他们已经和日照电厂联系，抢修
工作业已经开展。

华能日照电厂一负责人在
电话中告诉记者，当天下午4点
02分，电厂运行监管人员发现供
热首站系统的除污器发生差压，
随后系统报警。通过监控，工作
人员发现供热首站有非常大的
雾气。随后，工作人员巡视后发
现除污器主管道的法兰发生漏
气现象。

该工作人员说：“法兰是连
接主管道与其他管道的一个零
件，中间用衬垫密封。或由于机
器长时间运行导致法兰松懈，而
这个法兰是在回水母管的主管
道上，导致整个供热系统发生故
障，所以才会导致一些住户家停
暖。”

下午4点半，记者来到华能日
照电厂供热首站，现场的检修人
员正在进行管道放水，紧急抢修。

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热
力公司的相关管道已经开始同
时放水。等到放水完毕，检修人
员就会进入车间内拧开螺栓，为
法兰更换新的衬垫，将法兰拧

紧。届时就可以恢复供暖。”这位
负责人表示，当晚11时可以抢修
完毕。

记者又咨询了热力公司的
一位负责人，他表示，华能日照
电厂的出水管道到热力公司有
2 0多公里的距离，等到热水到
达住户管道，住户家里热起来
至少还要三个小时。也就是说
若日照电厂在1 1点抢修完毕，
居民家中也至少凌晨两点才能
热起来。

据悉，开发区和山海天度假
区不在华能日照电厂的“辐射”
范围内，所以没有受到影响。市
区其他地区均受到影响停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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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个体户免缴增值税
日照16850户经营者共得2500万元“实惠”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姜海姣 通讯员 朱玉

杰) 20日，记者从日照市
国税局获悉，11月1日起，日
照市增值税起征点执行国
家政策规定的“上限”。据
统计，16850户个体工商户
不再需要缴纳增值税，这
占到了日照个体工商户总
数的八成。可享受的增值
税优惠共计2500万元。

20日，日照市国税局
征收管理科负责人介绍，
根据山东省下发的《关于
调整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
点的通知》，从11月1日起，
日照市个体工商户统一使
用新的增值税起征点。销
售货物和应税劳务的，为
月销售额20000元；按次纳
税的，为每次 (日 )销售额
500元。

据统计，全市在国税局
办理税务登记的个体工商
户共20640户，达到新起征
点的有3790户。

起征点提高后，全市
共有16850户个体工商户不
再需要缴纳增值税，占调
整前征税户数的82%。他们
可享受增值税优惠共2500

万元。
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

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
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
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
征收的一个税种，是我国
最主要的税种之一。

增值税的收入占中国
全部税收的60%以上，是最
大的税种，由国家税务局
负责征收，税收收入中75%

为中央财政收入，25%为地
方收入。

20日下午4时，华能日照电厂供
热首站正在放水。 张萍 摄

“慈心一日捐”昨启动
活动现场募140万元，30日前为捐赠时间

20日，“日照陆桥
万里图”百米画卷在日
照市博物馆首次惊艳
亮相，该展将持续至明
年1月5日。

日照市政协还将
组织到北京以及陆桥
沿线城市进行巡回展
出。

展出首日，百米画
卷中长约15米的日照
段最受本地市民关注。

本报记者 刘涛
见习记者 张萍

摄影报道

本 报 1 2 月 2 0 日 讯
(记者 化玉军) 20日，
日照慈善大会召开，会
上启动了“慈心一日捐”
活动，部分与会企业现
场捐款140万元。本次活
动倡导个人捐赠一天的
经济收入，生产和经营
型 企 业 捐 赠 一 天 的 利
润，所募善款将用于安
老、扶幼、助学、济困等
方面。1 2月 2 0日至 3 0日
为此次活动的集中捐赠
时间。

记者从日照慈善大
会上了解到，此次“慈心
一日捐”活动主题为“携
手慈善、共创和谐。”会
议现场，部分企业捐款
总计1 4 0万元。其中，新
世界房地产、中泰阳光
电气分别捐款 1 0万，日
照银行、兴业集团、岚桥
工 贸 集 团 分 别 捐 款 2 0

万，五征集团、现代威压
汽车发动机分别捐款30

万。本次慈善大会还对
先进慈善单位和个人进
行了表彰。

12月20日至30日为
此次活动的集中捐赠时
间。本次捐赠活动由两种
捐赠形式：现金捐赠和设
立基金。其中，现金捐助
是倡导个人捐赠一天的

经济收入，生产和经营型
企业捐赠一天的利润；设
立基金是通过设立慈善
专项基金、企业(个人)冠
名基金、“一元基金”等方
式参与慈善事业。

市直各部门、单位的
捐赠活动，由单位统一组
织实施，捐款直接缴市

“慈心一日捐”活动办公
室接收、管理。各区县募
集的资金由各区县慈善
总会 (筹委会 )或民政部
门负责接受、管理。

据介绍，本次活动所
募善款，将用于安老、扶
幼、助学、济困等方面。各
接收善款单位向捐赠者
开具捐赠收据，活动结束
后，由审计部门进行审
计，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布
捐赠结果，接受社会监
督。

近来年，日照市各级
慈善组织通过实践“安
老、扶幼、助学、济困”的
慈善宗旨，先后推出了

“晴暖万家”、“康复助
医”、“阳光助学”、“爱心
助残”、“夕阳扶老”、“滴
水工程”等品牌救助项
目，累计接收捐款捐物
1 . 3亿元，设立慈善基金
2 . 9亿元，救助苦难群众
26万余人次。

两千余个体户告别营业税
日照每年营业税“收入”下降约1000万元

本报 1 2月 2 0日讯 (记
者 姜海姣 通讯员
王文军) 20日，记者从日
照市地税局获悉，山东省
按照国家最高限即2万元
确定起征点后，日照有超
过2000余户个体户“告别”
营业税。

20日，据日照市地税
局税管科负责人告诉记
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

省地税局对营业税起征
点做了调整，即按期纳税
的营业税起征点 (不含房
屋租赁 )，为月营业额2万
元，房屋租赁为月营业额
5000元；按次纳税的，为每
次(日)营业额500元。该标
准自2011年11月1日起执
行。

营业税是对在我国
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

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
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
得的营业额征收的一种
税。营业税属于流转税制
中的一个主要税种。

按照国家规定，需征
税营业税的行业主要为
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邮
电通讯业、文化体育业、
金融保险业、娱乐业、服
务业。

据日照市地税局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日照营
业税个体工商户主要集
中在餐饮、美容美发等服
务性行业。

据日照市地税局测
算，营业税起征点调整到
2万元后，将惠及日照2000

余户个体工商户。日照每
年营业税收入将下降约
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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