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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不得借个税改革之机乱收费

新版营业执照 3月1日启用

记者近日从河南省残联
了解到，2019年，河南预计
投入国家和省级财政资金 2
亿元，将有 1.8 万余名残疾
儿童享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
救助。

近日，河南印发《河南
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
法》，着力保障残疾儿童基
本康复需求。根据政策，河
南省的救助对象为符合条件
的 0 至 6 岁的残疾儿童和孤
独症儿童。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内容
包括手术、辅助器具适配和
康复训练。具体救助标准
为：手术，通过多重医疗保
险政策按规定报销后，对配
置基本型人工耳蜗手术每人

给 予 一 次 性 补 助 12000 元
（含人工耳蜗术后调机费），
对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每
人给予一次性补助 17200元
（针对住院期间费用）；辅助
器具适配，助听器平均补助
标准为每人 4800元 （2台全
数字助听器，含适配服务
费），假肢、矫形器平均补
助标准为每人 5000 元，轮
椅、坐姿椅、站立架、助行
器、盲杖等平均补助标准为
每人1500元；康复训练，视
力残疾儿童平均补助标准为
每人每年1000元，听力、语
言、肢体、智力残疾儿童和
孤独症儿童平均补助标准为
每人每年16000元。

据新华社

记者 1 月 3 日从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获悉，自2019年
3 月 1 日起，我省将全面启
用新版营业执照。届时，经
登记机关准予设立、变更登
记以及补发营业执照的各类
市场主体，将使用新照；之
前存续的各类市场主体，可
以继续使用原版营业执照，
也可以申请换发新版营业执
照。

据介绍，新版营业执照
版式统一调整为横版，设有
正本和副本。与原版营业执
照相比，新版营业执照最大
的差别体现在其所设置的二
维码上，“新版营业执照实
现了二维码与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上公示的企业
信息精准联接，并在营业执
照上增加了扫描二维码登录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了解更多登记、备案、
许可、监管信息等提示语，
将极大方便社会各界了解市
场主体情况，为市场主体自
律、部门监管和社会共治奠
定基础。”省市场监管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

对于是否需要换证等问
题，该负责人解释说，新版
营业执照将维持原版执照的
8 种格式不变，如 A 格式适
用公司法人、B格式适用非
公司法人、C格式适用合伙
企业等，最大程度保持了营
业执照的稳定性和一贯性，

“3月 1日起，新设立企业及
变更、补发的营业执照启用
新版，存续市场主体可以继
续使用原执照”。

晚综

河 南

今年将救助1.8万余名残疾儿童

□欧阳晨雨

消费者贾某某购买 2.02
元过期食品后向山东济南某区
食药监局举报，食药监局对销
售食品的超市没收违法所得
2.02元并罚款5万元，向贾某
某支付了两毛钱作为奖励。贾
某某认为奖励款少了，将该区
食药监局告上法庭。一审法院
裁定贾某某败诉。近日，济南
中院二审判决，至少应奖励贾
某某2000元，责令某食药监
局重新奖励。（据新华网）

两毛钱的举报奖励，虽说
看起来有点“寒碜”，可也不是
没有依据。根据《济南市食品

安全举报奖励实施办法（试
行）》：“属于一级举报奖励的，
按案件货值金额的8%~10%给
予奖励”，这起案件的涉案商品
货值金额，不过是2.02元，奖励
两毛钱也算是依法行事。

问题是，关于举报奖励的
标准，还有一部同样有约束力
的法规。

根据《食品药品违法行为
举报奖励办法》，对于举报奖励
明确规定，“一般按涉案货值金
额或者罚没款金额的 4%~6%
（含）给予奖励。按此计算不足
2000 元 的 ，给 予 2000 元 奖
励”。这就意味着，贾某某完全
可以拿到2000元的奖励，而不
是两个一毛钱的钢镚。

一个是地方政府规章，一
个是部门规章，在没有上级机
关裁决时，貌似选择地方政府
规章也没有什么不妥。

或许，有人认为在奖励举
报人上“就高不就低”，有可
能刺激职业打假行为，进而扰
乱食品药品监管秩序。但其
实，职业打假人与其可能滋生
的乱象应分开来看。前者并不
为法律所禁止，从现实看，重
奖也有利于加强公众监督、维
护食品药品安全。至于伴生的
敲诈勒索、扰乱行政机关办公
秩序等违法行为，依法追究即
可。因此，拿两毛钱去“寒
碜”举报食品安全隐患者，还
是别再出现了。

□然 玉

“咳嗽务必掩住口鼻，不要
溅到他人身上”。近日，网民兰
先生在武汉城市留言板反映，
武汉市新洲区总工会职工服务
中心医疗互助办事窗口柜台上
有个“霸气”的提示牌，让前来
办事的市民看了不舒服。针对
此事，新洲区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提示牌为窗口工作人员
自行设立，工会已对该工作人
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撤除了
提示牌。此外还联系了兰先
生，进行道歉。（据人民网）

“咳嗽务必掩住口鼻”，是
基本的卫生常识，也是起码的
人际礼仪。因此，就连投诉人
兰先生自己也承认“话虽不
错”，可他还是“觉得不合
适，不舒服”，这种纠结、复

杂的心理，实在是很耐人寻
味。惹事的“提示牌”到底有
没有错？又错在哪里？

首先，该服务中心只有一
个窗口贴有上述“提示”，诚
如官方所回应的，这纯属个别
工作人员自行设立。作为公共
服务场所，其空间布局、标识
系统等都是统一安排的，个体
工作者绝对无权按照一己好恶
擅自变更、调整。凭自己意愿
就擅自挂提示牌，这是极“不
职业”的表现。

“咳嗽务必掩住口鼻，不要
溅到他人身上”，这一出自个人
手笔的提示语，字里行间措辞
之硬、姿态之高显而易见，也难
怪办事市民看了不舒服。如果
稍稍将心比心、稍微讲究下遣
词造句，用些“为了您和他人的
健康，请咳嗽时掩住口鼻”之类
的表述，想必引发的“不适感”

就会小很多吧。要知道，即便
是重申卫生常识，也要讲究说
理方式。尤其是“办事窗口”这
样脱胎于政府管理职能的公共
服务模块，本身就容易给人以

“门难进”“脸难看”的刻板印
象，其在处理“市民关系”时更
应该保持十二分的敏感与谨慎
才是。

需要说明的是，在任何情
况下，“咳嗽务必掩住口鼻”
都是正确的。有关部门在关照
市民情绪的同时，也应该支持
工作人员对自身健康的合理关
切以及对“不文明行为”的天
然抵触。说到底，这并不是牺
牲一方利益去迁就另一方的事
情，而是推广良好卫生习惯来
让所有人获益的事情。在明确
的目的和价值指引下，相关方
面需要去考量的，更多乃是方
式与方法。

别让两毛钱奖励伤了举报热情

□李小将

1月3日，在源汇区马路街
社区活动室，马路街社居委举
办“孝心撞上爱心”点亮微心愿
活动，帮助11位社区居民实现
微心愿，给他们送去冬日温
暖。（详见本报1月4日05版）

一条围巾、一双棉拖鞋、
一个暖手宝……这些在大家看
来微不足道的生活用品，却是
不少社区里空巢老人的梦想。
社居委通过走访，收集老人的

微心愿，并帮他们实现，这是
满足空巢老人迫切需要与社居
委送温暖活动的精准帮扶，传
递的是大温暖。

群众身边无小事。为民服
务，就得像开展微心愿活动一
样，深入寻常百姓家，聆听群
众的心声，竭力帮他们解决生
活中遇到的各种小事。这
些小事，在别人看来可能
微不足道，甚至不值一
提，但这正是群众的殷切
期望。

当然，我们在肯定社

居委通过点亮微心愿活动，满
足空巢老人对物质需求的同
时，还应当看到，有些老人的
心愿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
上，而且还有精神层面上。比
如，大多数空巢老人由于缺少
陪伴，内心孤独，这就给社居
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
《关于发挥涉税专业服务作用
助力个人所得税改革有关事项
的通知》，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不得借个人所得税改革实施之
机乱收费、高收费。不得蒙蔽
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谋取不当
经济利益，损害纳税人或扣缴
义务人合法权益。

《通知》 要求，涉税专业
服务机构应当按照《涉税专业
服务监管办法 （试行）》相关
规定，严守职业道德、规范执
业行为、提高服务质量。不得
借个人所得税改革实施之机乱
收费、高收费。不得蒙蔽纳税
人或扣缴义务人谋取不当经济
利益，损害纳税人或扣缴义务
人合法权益。不得以税务机关
名义或利用参加志愿者活动、
公益活动之机招揽生意。

《通知》 还要求，税务机

关应当严肃查处“黑中介”、
“中介黑”问题。对未纳入涉
税专业服务监管但却从事个人
所得税有偿服务、采取不正当
方式招揽生意、损害纳税人或
扣缴义务人合法权益的机构，
应当限期将其纳入监管。对纳
税人、扣缴义务人举报投诉借
个人所得税改革实施之机蒙蔽
纳税人谋取不当经济利益的涉
税专业服务机构及从事涉税服
务人员，应当按照《涉税专业
服务监管办法 （试行）》第十
四条、第十五条规定，采取约
谈、责令限期改正、暂停受理
所代理的涉税业务、纳入涉税
服务失信名录等监管措施予以
处理，并对相关涉税专业服务
机构和从事涉税服务人员扣减
信用积分、降低信用等级、进
行执业负面记录。

晚综

文明与尊重从不该对立

微心愿传递大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