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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历历下下国国地地税税走走进进济济南南热热电电

本报济南4月23日讯(见习
记者 王瑞超) 日前，济南
市历下区国地税局“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媒体税务行”走进济
南热力集团，税务工作人员与
几十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
绕“提升纳税服务质量，优化
税收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
量发展”主题，畅谈新旧动能
转换形势下企业发展前景。

活动以“提升纳税服务
质量，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
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通过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企
业，宣传水资源税、环保税新
税种，举办纳税人学堂，查看
办税服务厅便民服务举措，
全面反映税务部门深化税制
改革、完善税收政策、优化纳

税服务，切实减轻纳税人税收
负担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举
措和成效。

在历下政务大厅，国地税
同一层办公，互设窗口，共设
导税台和纳税人讲堂，方便纳
税人办税和咨询，逐渐让纳税
人“一窗办结”或“一厅办结”。

“现在太方便了，国地税一块
办公，来一趟就都办了！”前来
办理业务的张女士对历下国
地税联合办公带来的便利表
示感激，同时表扬了窗口工作
人员的热情服务。

据了解，历下国地税自
2017年即实现联合办公，在姚
家个体办税服务厅对全区个
体工商户实施统一管理，一个
大厅办税，方便了纳税人。

青岛最强高科技室内游乐园

万万达达电电影影乐乐园园2288日日亮亮相相
本报济南4月23日讯(见习

记者 王瑞超) “感觉太棒
了！边坐过山车边玩3D射击，真
刺激！”一对情侣刚刚走下过山
车，男士激动地告诉记者。

4月16日，青岛万达电
影乐园体验首日，“灵剑封
神”互动影院旁早已排起
长队，一旁的另一主题项
目“龙宫夺宝”前的游客也
是络绎不绝。

记者首先来到世界首创
的室内过山车与3D射击相结
合的互动影院———“灵剑封
神”，游戏故事背景取材于《封
神榜》，故名“灵剑封神”。该项
目占地面积9700平方米，设有
排队区，预演区、练习区和主
演区4大主题区域，每个主题
区域的包装氛围都与该区域

的故事背景相关。
在动感影院———“龙宫夺

宝”，故事取材于哪吒闹海，以
观众帮助哪吒一同打败危害
百姓的龙王为主线。

据了解，项目共占地6900
多平方米，设有排队区、预演
区和主演区三大主题区域。其
中，排队区讲述龙王贪得无
厌，危害四方。预演区中哪吒
号召游客和他一同打败龙王，
夺回龙珠。主演区，为了还原
神秘的海底世界，万达投入巨
资近乎完美地搭建了光怪陆
离的海底龙宫。

据万达文旅院一位负责
人介绍，目前电影乐园完成了
所有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
蓄势待发，准备迎接本月28日
的正式开业。

济南高新区国税局

为为重重点点企企业业解解决决33550000万万资资金金压压力力
本报济南4月23日讯(见习

记者 谢丽聃 通讯员 李志
恒、张景玲) 近日，济南市高
新区国税局为费斯托气动有限
公司解决疑难问题，减少3500
万资金支出，助力高新区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推进。

3月30日，费斯托气动有限
公司财务工作人员通过网上办
税平台提交680份海关缴款书
稽核比对数据，合计金额约为
3500万。4月2日，财务工作人员
查询比对结果时发现查不到稽
核数据信息。根据政策规定，海
关缴款书只有在稽核比对相符

后才能抵扣。如果重新提交稽
核比对，其3500万进项税将无
法在4月份申报抵扣，势必要准
备3500万资金缴纳本月增值
税。费斯托气动有限公司新旧
动能建设项目原本就需要投入
巨额资金，如果再加上这3500
万，将严重影响企业运营，为
此公司领导层和财务部门承
受了巨大的压力，第一时间向
高新区国税局求援。

高新国税局立刻启动服务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应急
预案，为企业开通绿色通道。济
南市高新区国税局局长王灏要

求税源管理部门现场办公，政
策管理部门实时跟进，现场研
究 分 析 问 题 并 寻 找 解 决 方
案，上下协作，高效沟通，最
终找到了问题原因，层层提
报省局解决，保障该公司4月
份如期依法申报抵扣，纾解企
业的燃眉之急。

据悉，高新区国税局为服
务高新区新旧动能转换工作，
建立点对点直通车服务制度，
费斯托气动有限公司正是与该
公司的定点联系责任人及时
沟通，依托直通车制度，顺利
解决了问题。

腾腾讯讯与与WWWWFF合合作作助助建建““美美丽丽中中国国””

本报济南4月23日讯(见
习记者 王瑞超 ) 4月2 0
日，腾讯与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在深圳签署合作意
向书，宣布达成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未来双方将围绕“以
数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展
开合作，以粤港澳大湾区为
起点，探索以数字科技引领
建设“美丽湾区”，并进一步
助力建设“美丽中国”。

腾讯高级副总裁、腾讯
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
天表示 ,在可持续发展的全
球议题上，当前已经进入数
字科技能够发挥巨大潜能的
全新阶段。腾讯长期关注并
投入这一领域，助力生态保
护数字化。此次，腾讯的数字
科 技 和 数 字 文 化 实 力 与
WWF的全球经验和专家资

源结合起来，我们对合作的
未来前景充满期待。

WWF全球总干事Marco
Lambertini表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重
大课题，WWF自成立之日起
就始终专注于此。在数字时
代，我们与全球领先的互联
网企业腾讯携手同行，将促
进数字科技在生态环保领域
的深入应用。

据悉，此次双方合作将
从粤港澳大湾区起步，开展
一系列基于数字科技的生态
保护项目。初期将在“唤起公
众生态保护意识、培训生态
保护从业者、打击网络非法
野生物贸易”三个方向上先
行先试，具体落地为“数字地
标、数字课堂、数字营救”三
个项目。

我我省省55月月11日日1122时时起起进进入入休休渔渔期期
休渔期间违规的渔船将扣减补贴

本报济南4月23日讯(见习
记者 王瑞超) 20日，2018年
全省海洋伏季休渔管理工作视
频会议举行，5月1日12时起，北
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
进入伏季休渔期。山东要求，5
月1日12时前所有应休渔渔船
全部进港停靠，对伏季休渔期
间违规的渔船将扣减补贴。

按照规定，今年北纬35度

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除钓
具作业以外的其他海洋捕捞渔
船，以及为捕捞渔船配套服务
的捕捞辅助船伏季休渔时间为
5月1日12时至9月1日12时。定
置作业(含鳀鱼落网)休渔时间
为5月1日12时至8月20日12时。

规定还指出，在承包的增
养殖区域内，利用渔船采捕自
繁自养贝类资源的，由县级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管理办
法，报省、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严禁在自然海域内采
捕天然贝类资源。严禁任何单
位和个人生产、销售和使用定
置串联倒须笼(俗称“地笼”)和
国家规定的禁用渔具。

5月1日12时前未返回经政
府认定的船籍港停靠、擅自转移
停泊地点、异地坞修未按规定到

达或返回、违反海洋伏季休渔规
定被查处1次的渔船，扣减其当
年度15%渔业生产成本补贴；养
殖渔船从事捕捞的，扣减其当年
度50%渔业生产成本补贴；5月15
日12时前未返回船籍港停靠、异
地坞修未按规定到达或返回或
擅自转移停泊地点逾期3日且拒
不改正、年内违反海洋伏季休渔
规定被查处2次及以上或列入违

法违规“黑名单”的渔船，扣除其
当年度100%渔业生产成本补贴。

另外，国家燃油补贴政策
在大幅度调整，逐步调减国内
捕捞渔船特别是大中型渔船补
贴规模，自今年起，对达到限制
使用船龄的老旧捕捞渔船，不
再给予补贴；自2020年起，对作
业类型为拖网的国内海洋捕捞
渔船，也不再予以补贴。

21日，2018年春季(第79届)山东省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淄博开幕。本届糖酒会由山东省糖酒副食品
商业协会主办，张店区人民政府、淄博国际会展中心具体承办，国井集团和山东新星集团协办。

本届糖酒会实现了预期目标，参展企业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0%以上，参会代表预计超过10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国井、兰陵、景芝、泰山酒业集团、古贝春、琅瑘台、花冠、趵突泉、百脉泉、孔府家、景阳
冈、天地缘、百粮春、红太阳、云门春、沂蒙老区、温和等省内绝大部分骨干白酒企业参会。不仅山东省
各大酒企积极参与，四川、贵州、河北、河南、江苏、湖南、湖北等20多个省市的众多酒企也慕名前来参
会，谋求开拓山东市场。 本报记者 万家成 摄影报道

省省省省春春春春季季季季糖糖糖糖酒酒酒酒会会会会淄淄淄淄博博博博开开开开幕幕幕幕

55月月11日日起起，，三三项项增增值值税税减减税税政政策策施施行行
济南国税举办大企业税收高峰论坛

本报济南4月23日讯(见习记
者 谢丽聃) 日前，济南市国
税局在南郊宾馆举办大企业税
收高峰论坛，邀请全市35家大企
业代表，围绕“释放税收动能
助力产业升级”主题，解读大企
业涉税政策，畅谈新旧动能转换
形势下大企业发展前景。

今年济南国税“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推出了5类21项71条
便民办税措施和7项济南特色
活动。其中大企业新旧动能转
换税收高峰论坛，就是7项特色
活动之一，既是加强税法宣传
和政策服务的重要方式，也是
响应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
积极举措。

济南二机床集团、济南圣
泉集团、浪朝集团作为大企业
代表发言，表示将搭乘税务部
门“便民办税”的春风，税企联
合共商税收助力企业发展良
策，持续助推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

山东大学李华教授以“宏
观经济形势与新旧动能转换下
财税改革取向”为主题作了报
告，从财政改革、新旧动能转
换、增值税税率改革、双创激励
等方面，系统阐释了新形势下
财税改革的方向和前景。

论坛上，涉税业务专家就
近期涉税政策、企业重组涉税
优惠进行了解读。特别是从

2018年5月1日起，即将施行三
项增值税减税政策：一是将制
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
降至16%，将交通运输、建筑、基
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
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
10%。二是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标准。将工业企业和商业企
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
准由50万元和80万元上调至500
万元，并在一定时限内允许已登
记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转登记
为小规模纳税人。三是对装备制
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
务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电网企
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
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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