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2016年11月29日 星期二

编辑：林丹丹 美编/组版：宋时梅

为丰富校园文化，近日，
高区二小举办“七彩童年”绘
画比赛。 纪水英

为增强全体教师安全意
识和安全责任感，确保学生在
校人身安全，日前，高区二小
组织召开了学校安全工作会
议并签订安全责任书。纪水英

11月23日，荣成市第二实
验中学全体党员、骨干教师和
部分学生代表共100多名学员，
走进了荣成市郭永怀纪念馆，
开展了“学先烈事迹，承红色
精神”主题教育活动。

张宗芹
11月21日，蔄山中学举行

了“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暨四
名工程工作室启动仪式。卢瑶

21日到25日，高区第二实
验小学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家
长开放周活动。 陈田

近日，临港区黄岚小学组
织师生110人参观威海刘公岛，
寻访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
馆、水师学堂、定远舰等。

刘敬婷 姜宁宁
近日，环翠国际中学举办

了以“快乐如此简单”为主题
的秋季趣味运动会。 张会敏

22日，高区第二实验小学
在会议室进行了以“聚集阅读
教学魅力，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的外出学习汇报活动。

武琳琳
11月18日，草庙子小学举

行首届“孝心美德少年”评选
活动。 刘梅宝 宋丽君

近日，威海初中数学优质
课评选暨骨干教师培训活动
在蔄山中学拉开了帷幕，100多
位老师与教研员参加。 卢瑶

经区国税
加强党建工作
本报11月28日讯(通讯员

张广杰 ) 围绕党建和“四
讲四有”标准，经区国税局党
员之间、干群之间深入谈心交
流。班子成员和普通党员先后
到68户企业实地走访，倾听纳
税人心声，收集意见建议13
条。针对存在的虚、假、空等问
题，党员干部亮出承诺218条，
并在各支部党务公布栏内进
行公开。同时，经区国税局通
过搭建线上线下平台、区分层
次讲党课、红色历史传承学等
方式拓展学习载体。

乳山供电
夜巡保供电畅通
本报11月28日讯(通讯员

李仲霞) 11月，是乳山市
万亩果园的采摘季节，也是
苹果冷藏库群使用的高峰时
段，为此，乳山供电公司每晚
轮班开展夜巡工作。

初冬线路设备更容易因
气温低、用电负荷大而出现
发烧问题，为此，乳山供电公
司仔细进行测温，没有一处
遗漏，为电网健康运行提供
准确的“体检”数据。

经区国税
助力出口企业发展

本报11月28日讯(通讯员
张广杰 ) 日前，经区国税

局组织人员对21户出口代表
企业进行实地走访调查，与企
业负责人、部门经理、进出口
业务负责会计进行面对面交
流，了解企业在进出口方面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听取企业在
进出口管理方面的意见建议。
截至目前，已解答企业疑问50

余条，征集意见建议11条。同
时，依托现行的审核系统、远
程申报系统以及自行建立的
税企联系QQ群、在线解疑答
惑等与纳税人沟通交流，方便
纳税人办理相关涉税事项。

荣成审计局
狠抓工作作风
本报11月28日讯(通讯员

赵华卫 ) 日前，为切实转
变审计干部工作作风，荣成市
审计局对该局的“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问题进行了梳
理，围绕解决大局意识、责任
意识、服务意识和法纪意识欠
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活动，营
造了“比服务、提效率、促发
展”的浓厚氛围，为推动该市
经济社会率先发展提供了有
力保障。

乳山国税多措促税收

本报11月28日讯(通讯员
沙婷婷 ) 截至今年1 0月

底，乳山国税局今年国内税收
增幅 2 5 . 6 3 %，地方级增幅
58 . 26%，千万以上企业增收
面66 . 67%，五百至一千万企
业增收面55 . 56%。

乳山国税局针对堵漏增
收成果表中涉及的政策增收
等36个项目，以堵漏增收督
办单的形式下发责任科室。
同时，对全市176个在建项目
按施工企业归属进行划分，
完成建设单位项目核查 9 6
个，涉及收款收入结算的项
目共43个。

经区国税
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本报11月28日讯(通讯员
张广杰) 为让企业充分享

受税收优惠政策，威海经区
国税局积极开展税收宣传，
面对面进行纳税辅导，助力
东部滨海新城发展。该局组
织滨海新城21户建筑业纳税
人举办营改增税收政策培训
班，就进项税额抵扣、特殊成
本、甲供工程、新老项目划分
等方面进行详细解读，并指
定专人为新城纳税人解答涉
税咨询。对税负明显上升的3
户新城企业，组织业务骨干
深入实地开展辅导，为企业
健康发展出谋划策。

乳山供电

确保企业冬日用电

本报11月28日讯(通讯员
张玮 ) 日前，乳山市供电

公司上门了解生产企业当前
经营及用电情况，并为企业
大客户做好用电侧服务，为
企业用电“问诊把脉”，排忧
解难。

乳山供电公司现场帮助
企业检查设备安全隐患，为
企业大客户迎冬度峰安全用
电 提 前 做 好 用 电 上 的“ 参
谋”。

乳山国税
打造高质量稽查队伍

本报11月28日讯(通讯员
沙婷婷 ) 日前，乳山市国

税局实现基层稽查工作的专
业化、知识化、精干化。

为此，乳山市国税局强
化稽查人员的廉政建设，并
且强化专业知识的培训力
度，同时强化稽查人才的后
续储备。同时，保证每年有年
轻工作人员投入一线稽查工
作，增强税务稽查工作的发
展后劲。

违规带水果入境被查

本报11月28日讯(通讯员
刘彩君 单凌云 ) 日前，

威海检验检疫局机场办工作
人员在从韩国仁川入境的一
航班上的旅客行李中截获大
量新鲜水果，水果为柿子、苹
果，重约16公斤，部分水果已
腐败。

这些新鲜水果是旅客购
买用于馈赠亲友。由于旅客无
法提供相应的检疫审批手续，
工作人员依法截留了这批水
果，并予以销毁处理。

我国法律法规明令禁止
携带、邮寄肉类及其制品、水
生动物产品、动物源性奶及其
制品、燕窝(罐头装除外)、新
鲜水果和蔬菜、植物种苗等动
植物及动植物产品入境。擅自
携带未经检疫合格的水果入
境，容易造成有害生物物种入
侵，破坏生态平衡，危害农林
业生产。

文登国税调研走访

本报11月28日讯(通讯员
王雨琛 ) 日前，文登区国

税局积极开展“送信心、送政
策、送服务、问建议”调研走访
活动。落实组织收入工作督导
机制。分析销售收入、利润、税
收等主要指标，筛选出骨干支
柱税源、变动较大的重点税
源、营改增企业，确定45户走
访企业，与企业负责人、财务
人员、车间管理人员交谈，并
介绍当前最新政策，特别是

“营改增”的主要规定，有效进
行涉税风险提醒，加强政策推
送与解读，提高企业核算水
平。

全新爱丽舍自2013年上市
至今，都以其过硬的品质收到
无数消费者追捧，这次升级的
2016款更是在“品质高、空间
大、配置全”的基础上，进一步
提升了消费者看中的性价比，
在油耗和舒适性方面都大幅提
升的情况下，价格依然是相当
亲民，官方指导价8 . 38-12 . 08
万元。

品质升级 全新爱丽舍
2016款更经济节油

纵观当下中级家轿市场，
动力总成系统已成为各品牌车
型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之一，此次全新爱丽舍2016款
变速箱升级为全新6速手自一
体变速箱，发动机性能也有所

优化，使全新爱丽舍的经济性
能得到大幅提升，在提升自身
品质的同时，更顺应了市场主
流趋势。

全新爱丽舍2016款搭载的
全新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提供
了经济、运动、雪地、手动等驾
驶模式，可以满足用户在不同
路况的驾驶需求。其拥有的坡
度逻辑控制技术、档位保持控
制技术、模糊控制理论、自学习
功能等让操控更平顺，进一步
提高用户的驾乘舒适性，降低
油耗成本。

此外，全新爱丽舍2016款
搭载的1 . 6LCVVT发动机应用
了法雷奥V46 . 52*新喷射系统
和更高标号的机油，曲轴油封

和活塞使用了更低摩擦的材
料，并采用了大容量蓄电池以
及高效电源管理系统，进一步
优化了发动机的动力输出。

无论是变速箱的升级，还
是发动机的升级都使全新爱丽
舍2016款在动力和经济性能方
面表现更加出色。

全球品质 “高、大、全”产
品优势彰显实力

全新爱丽舍2016款延续着
全新爱丽舍“品质高、空间大、
配置全”的产品优势。

品质是全新爱丽舍获得市
场认可的制胜法宝，也是全新
爱丽舍始终如一孜孜不倦的追
求。全新爱丽舍为神龙公司
EMP1平台研发的首款车型，

而EMP1平台为全
球同级最新的平
台；该平台采用“适
用生活”的设计理
念，广泛采用了“新
技术、新材料、新工
艺”；如底盘调校技术、模块化
电子总线架构技术；无公害材
料和高强度钢板；冲压“1+3”
短工艺、激光焊接&CMT(冷
弧焊)拼焊工艺、绿色前处理、
免中涂、水性漆集成应用；
RFID射频识别技术等，都为全
新爱丽舍的品质保驾护航。

全新爱丽舍在投放全球市
场前，就历经了全球600万KM
全时全路况实车测试，征服了
山地、荒漠、湿地、高原等极端

路况和气候，展现出高度的稳
定性和适应性。上市后，延续
600万KM的测试，全新爱丽舍
踏上了600万KM+品质挑战之
旅，从-42℃的漠河极寒挑战，
海拔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二号
营地，到52℃吐鲁番极热挑战，
全新爱丽舍经受住了最苛刻的
考验。

全新爱丽舍品质再升级，
相信依然能够凭借自己的优
势，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打出
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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