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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向社会公布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实施办法》。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6 年 5月 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
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建筑业、房地产
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
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
改为缴纳增值税。

在公布实施办法的同时，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还公布了《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
和《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
和免税政策的规定》，这意味着，营改
增全面推开所有的实施细则及配套文
件全部“亮相”。

社会普遍关注，营改增全面推开，
最受益的行业有哪些？普通百姓二手
房交易，营业税改成增值税，税负会不
会上升？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有关部
门和专家，对实施办法进行详细解读。

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所有行
业都可以抵扣，减税力度最大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实现了
增值税对货物和服务的全覆盖，抵扣
链条的全部打通，将有力促进服务业

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上海财经大
学教授、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
怡建表示，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社会
对改革期望高、意愿强、动力足，为改革
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实施办法及相关细则来看，方案在
设计上比较成熟，一些具体操作也考虑得
比较周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将适用11%
的税率，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适用6%的
税率。特别是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是
此次全面推开营改增的一大亮点，也是减
税力度最大的部分。无论是制造业、商业
等原增值税纳税人，还是营改增试点纳税
人，都可抵扣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

“目前企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期，有
大量的在建和筹备建设的泊位、罐区等
项目。新增不动产可以抵扣，企业税负将
大大减轻。”山东潍坊森达美港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陈卓里介绍，公司主要从事
码头、泊位、库场等相关设施的建设与经
营，2015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 2.48
亿元。今年 5 月份，公司将新建泊位 9
个和 40 万方灌区项目，预计增加不动
产 6.65 亿元，5 月 1 日营改增后，公司
将有 7300 多万元的进项抵扣税额。税
负减轻，公司在资金方面的压力也将明

显缓解，以前打算延期开工的项目可以
提前实施，从而加快公司战略规划的推
进。

“建筑、房地产业实行 11%的税率，
这意味着企业1亿元的不动产投资，能够
得到1100万元的税收减免，对于投资量
大的企业，可能一两年内都不用交税，可
以有更多资金支持企业转型发展。”国家
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表
示，因为房屋、土地是多数企业的重要生
产资料，几乎每个企业都会购买或租赁不
动产作为厂房、门店、办公用房等。

新增不动产首次纳入增值税的抵扣
范围，将为所有行业带来更大规模的减
税，有利于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对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个人二手房交易，税率“平移”税负
不变；个人转让 2 年以上普通住房免征
增值税

个人二手房交易原来需缴营业税，
营改增全面推开后改为增值税，税负有
没有变化备受社会关注。

此次营改增试点后，二手房交易延
续原营业税优惠政策，税率设计遵循了
与营业税税负平移的原则，给广大群众

吃了一颗“定心丸”。
政策规定，个人将购买不足 2 年的

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 5%的征收率全
额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 2 年以上
（含 2 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
值税。上述政策适用于北京市、上海市、
广州市和深圳市之外的地区。

个人将购买不足 2 年的住房对外
销售的，按照 5%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
值税；个人将购买 2 年以上（含 2 年）
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以销售收入
减去购买住房价款后的差额按照 5%的
征收率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 2 年以
上（含 2 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
免征增值税。上述政策仅适用于北京市、
上海市、广州市和深圳市。

李万甫介绍，此次全面推开营改增，
一方面，基本平移了营业税现有的税收
优惠政策，对个体户和小微企业的增值
税起征点，个人买卖二手房税收优惠等，
不会因为税制转换增加企业和个人税收
负担。

另一方面，对生活服务业等小规模
纳税人，采取了 3%的简易征收率，不给
小微企业增加负担，从而能够保证税制
转换的平稳过渡。 人民日报

不动产纳入抵扣，减税最狠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及相关细则出台

文 摘

无人机航拍照
片展现了维多利亚
瀑布的壮美，更捕
捉到了难得一见的
环形彩虹。

视觉中国

一切都好像是注定好的！就连自己的外
甥都忍不住在微博上秀两个舅舅的传奇故
事：同一天出生、同一天结婚、娶同一家医院
的护士为妻，甚至兄弟俩的儿子都在同一天
出生。老家在翔安新圩镇的孪生兄弟蔡金印
和蔡银印的人生有太多巧合。

巧：两兄弟的孩子同一天出生
3 月 1日 11 时 22 分，市妇幼保健院的

产房里一声啼哭让第一次当父亲的蔡银印
内心充满喜悦。他第一时间给哥哥蔡金印打
去电话。此时，蔡银印的嫂子沈女士也刚刚
被推进产房。66 分钟后，在中山医院里，蔡
金印的儿子也平安出生了。

蔡银印的孩子预产期是在 2 月 23 日，
蔡金印的孩子是在 2月 27日。谁知道弟弟
的孩子迟迟不出世，而蔡金印爱人因为胎盘
前置孩子也晚出来，结果竟赶到同一天出生
了。俩宝宝出生相差 1小时 6分钟，而蔡金
印兄弟俩出生时则相差了 45分钟。

缘：两兄弟的妻子之前是同事
说到兄弟俩的老婆，也是让人感到惊奇。

蔡银印的老婆赖女士和蔡金印的老婆沈女士之
前在同一家医院做护士。妯娌俩之前上班时就
打得火热，现在成一家人了甚至比姐妹都亲。蔡
金印说两人长得还有点像，以至于谈恋爱时，老
家人都以为双胞胎兄弟找了俩亲姐妹。

而说到弟妹赖女士，蔡金印还得感谢她
呢。当时弟弟和赖女士确定关系后，就想着
帮哥哥介绍对象，赖女士当时就想到了同事
兼闺蜜的沈女士。在 2009 年农历九月十
一，双胞胎兄弟同时迎娶这对姐妹花。

喜：两个孩子取名“欢欢乐乐”
兄弟情深，蔡银印至今还记得哥哥对他

的帮持：2009 年买房时，哥哥拿出所有积蓄
来帮他，上学时刚工作的哥哥为他买手机、
买衣服、给他伙食费。而蔡金印同样也感动
于弟弟的细心：孩子出生前，弟弟就托熟人
从国外买来宝宝用品，不管买什么都是买两
份。蔡金印说两人之间的那种默契和情感是
与生俱来的。

在孩子出生前，蔡银印就给孩子想好了
小名叫乐乐。蔡金印的孩子于是就叫欢欢。
蔡银印说因为兄弟俩名字里有金银二字，是
“金银之家”，以后这个大家庭就是“欢乐
之家”了。兄弟俩都表示希望下一代能延续
这种亲情，相互关爱相互扶持。厦门日报

双胞胎兄弟娶同一家医院护士
同日结婚同日得子

最近这首“秘密”小诗火了！
微博红人 @ 李铁根 发出

来之后，达到了 6 万多的转发
量。

很快全国网民都在朋友圈微信
群里转发这首小诗，乐清虹桥镇第
一小学五（5）班万奕含同学也因
此走红。

万奕含这首小诗既有童真，又
包含着对妈妈的爱，让人看后忍不
住一笑。

网友也忍不住发表神评：
顺治 V：我认真读了一遍，然

后躺在床上笑岔气了

夏木帆：这首诗告诉我们一定
要找个同姓的人结婚[笑 cry]

小万在 3 年级时写下这首诗，
当时，她说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到
4 年级科学老师讲了孩子是怎么生
出来的之后，她明白了这是怎么一
回事。

网上走红后，父母经常被人说
“你女儿真逗”，实际上，孩子的生活
学习并没有发生变化。

在我们生活中，多少遇到过被爸
妈说 “你是捡来的”。相信这句话的
人，还真有不少人呢。

中国青年网

小学生萌诗“秘密”走红 谁是捡来的惹众议

英媒称，你可能想要提前为你
的未来假期做计划———20 年内，你
有可能会在月球上度假。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 3 月
22 日报道，欧洲航天局（ESA）的
负责人约翰 - 迪特里希·韦尔纳已
经公布了国际“月球村”的想法，这
个计划将联合全世界航天国家的力
量。

报道称，这个开拓地———有可
能在 2030 年前可供使用———将利
用来自月球表面的自然资源进行建
设，为科学、商业甚至是旅游业提供
永久性的基地。

韦尔纳在欧洲航天局最近发布
的一段视频中描述了这个提议中的
“月球村”。

报道称，在人类第一次在月球
上行走大约 50 年后，韦尔纳称，下
一步是建立一个可以像国际空间站
那样被加以利用的永久性的基地。

这位专家建议将 “月球村”建
设在月球两极，或建设在月球远端
能够长期暴露于日光下的区域。

南极是一个持续黑暗的区域，
在这里，人类能够接触到水，以生产

氢和氧。
他解释称，在月球的阴影里，开拓

者们将得到保护，免于受到宇宙和太
阳辐射的伤害。

这些地点还将降低微小陨石以及
极端温度的风险。

报道称，这将是以月球的自然资
源建造一架射电望远镜的合适位置，
代替从地球带来材料。

这个开拓地想法的目的是建立一
个多种用途的设施，为进行更深入的
太空探索创造条件，同时还能用作一
个商业或采矿的中心。

此外，这位专家称，这里可以被用
作游客们的游憩场所。

报道称，为了将“月球村”变成一
种可能，这位欧洲航天局的负责人表
示，合作将是必要的，每个国家都将贡
献其自身的专业知识，不管是机器人
的还是人类的。

这位专家建议开发月球现有的天
然水冰、金属以及矿物，以此满足这个
基地建造、维护以及打印 3D 建筑构
件或整个结构的建设所需。

韦尔纳提议，首先，一台月球车将
被设置在月球，并建立起一个穹顶结

构，之后在它周围，更多的月球车开始
建设所需的建筑。

这个结构将被用来保护宇航员。
报道称，这个计划将以较小规模

的登陆任务以及在月球远端建设一架
射电望远镜为开始。这位专家表示，很
多国家已经在从事这类登陆任务。而
建设一架射电望远镜将需要更大的投
入。

虽然很多国家———尤其是美
国———把目标定在火星之旅上，但韦
尔纳称，“月球村”是一种更加贴近现
实的做法。

韦尔纳在视频中称：“我完全同
意那是对的，人类终有一天将前往火
星。但这是在稍远一点的未来。”

这位欧洲航天局负责人称，“月
球村”将联合美国、俄罗斯、中国、印
度和日本的航空机构，以及其他贡献
较小的国家。

报道称，虽然据估计，目前的技术
距实现这个目标还需 20 年的时间，
但这位专家称，一个月球开拓地是必
要的，并且可能是“人类的下一次巨
大飞跃”。

参考消息网

英媒:“登月度假”20年内或成真
中国受邀参建月球村

漂亮，不单是指容貌上的美丽，更
是一种气质上的美，为梦想而努力的
人最漂亮……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2 级学生王一茗，在周围同学的眼
中是“美女学霸”，学习成绩优秀，业
余爱好丰富。更最让人惊叹与羡慕的
是，她目前收到了布朗大学、康涅狄格
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南卡罗
纳大学等 12 所美国顶尖高校的博士
录取通知书。

临近大学毕业：
收到 12 所美国高校的博士录取

通知书
毕业季临近，骊歌渐渐奏响……
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2 级

学生王一茗，一下子收到 12 所美国高
校的博士录取通知书，真是“羡煞旁
人”。被问及为何会选择出国深造，王
一茗说：“其实我从高考前就想申请
到国外大学读书，但因为时间有限没
能实现，这个目标一直随着我进了大
学。”

“所以到了大学里王一茗以此为
目标，从大二考试就进入实验室学习，
从起初的打杂帮忙到后来参与研究项
目、亲自设计课题”，采访中，市场星
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了解到，王一茗一
路走来都留下了坚实的脚印，从而取
得了现在这样优秀成绩。

“考虑到将来不久中国就会进
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对医疗进步有
比较迫切的需求。而医疗进步必须
通过科研来达成。化学科研方向国
外有很多前沿的科研，希望自己能
站到更好的平台上。最终我选择了
化学排名全美第六的伊利诺伊大学
香槟分校。”除了梦想以外，王一茗
也说出了其他出国的原因。据了解，
就算是临近大学毕业，她现在还在
实验室中忙碌。

被称“美女学霸”：
面对这个赞誉，她笑称不敢当
王一茗即将以专业第二的优异成

绩毕业，奔赴美国续写她的求学梦。
在学校里，她可算是个“知名人

物”，更被同学们称为“美女学霸”。
面对这个赞誉，她笑称不敢当。

“也许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百分百的
天才，只要在汗水的灌溉下，总会开出
梦想的花。”王一茗认为，现在的很多大
学生都认为大一大二正是高考“解放”
后的好日子，等到大三在奋斗也不迟，
“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

王一茗坦言，自己大二时也曾颓废
过，但在梦想的激励下很快调整过来。
她认为大一大二也是很重要的，“学好
知识打好基础自然不必说，对于我来
说，大学四年每一年的成绩都对申请有
至关重要的影响，长久以来的目标使我
任何一年都不能松懈”。因为梦想，王一
茗十分注重英语学习，她曾获得全国大
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华中英语辩论赛
一等奖和全国英语辩论赛三等奖，还取
得了托福等考试的高分。

课余生活丰富：
爱看影视剧，更是院足球队主力队

员
那么是不是“学霸”们都只会埋头

苦读呢？在王一茗身上答案是否定的。
这个笑容明媚的学霸业余时间喜

欢看书，爱看欧美影视剧，经常参加辩
论队，更是院足球队主力队员。

“自己平时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压，
看欧美影视剧是一种放松，也是学习”。
据王一茗介绍，看欧美影视剧可以加强她
对语言的熟悉程度，帮助她了解国外的价
值观，此外还可以为帮助她更好的融入新
的环境做准备。而足球是她喜欢的运动，
她所在的女子足球队曾获得校级比赛冠
军。对于现在的“低头族”来说，她希望
学弟学妹们在业余时间可以放下手机
多到外面运动，以保证有健康的身体。

为了让在校的学生有一些对未来
的规划，她认为应该“多试错”，而且
每次尝试都要拼尽全力，尽量在有限
的时间里体会不同的人生经历，找到
自己的价值所在然后坚定不移的走下
去。她也很赞成学弟学妹们走出国门，
去更广阔的天地汲取知识。也许别人
在你成功的那一刻才会看到你光芒四
射，认同你的才能。也许别人会以为你
是一时侥幸，但是成功没有偶然，也没
有理所当然。

安徽财经网

安大美女学霸收到美国 12所高校博士录取通知书

上海市 3 月 22 日宣布，职工社
保(俗称“五险”) 单位缴费部分的费
率下调 2.5 个百分点，此举预计在
2016 年为企业减负 135亿元。至此，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今年 2 月以来，
至少已有广东、天津、云南、甘肃、江
苏、上海等 6 个省份出台了社保降费
措施。此外，浙江杭州、福建厦门等城
市也下发通知，减征或降低企业缴纳
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等费用。

为企业降成本是 2016 年中国经
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社保降费
也是大势所趋。作为地方政府为企

业减负的一大实招，近期多地陆续出
台新政，不同程度降低社保费率，下调
大多集中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
育保险方面，降费幅度主要向企业方
面倾斜。

另一方面，因为各省市区实际情况
不同，本轮调整中各地对社保险种、费率
降幅、实施期限的规定亦各有差异。其
中，广东、云南等地区不仅降低了单位缴
费费率，还降低了个人缴费费率。分析认
为，这意味着，工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
上述地区企业职工拿到手的工资会有所
增加。 人民网

多省市下调社保费率一览 部分职工到手工资会增加

仅仅 3 年时间，一名 70 多岁的
老人，身高急剧缩水 20厘米，160 厘
米变为 140 厘米。专家接诊后发现，
老人骨质疏松导致椎体骨折，并且还
有驼背。

日前，这名老人来到秦淮中医
院骨伤科门诊看病。医生检查发现，
老人胸和腰部已经有 4 个椎体压缩

性骨折,驼背目测有 60 度左右，所以
身高一下缩水了。据了解,老人多年不
吃荤菜爱吃素菜。医生说，这可能是老
人变矮的原因。吃肉可以预防骨质疏
松。很多不吃肉的苗条姑娘，体检发现
有骨质疏松。建议每天吃二两肉就可
以了。

现代快报

70多岁老人 3年矮了 20厘米 或因多年不吃荤菜

数钱数到手抽筋，是不少人的梦
想。3 月 12 日，泰州国际汽车城一家
汽车 4S店的员工们，实现了这一“梦
想”。当天，一名男子拖来了 20 多万
元的硬币当订金，购得两台豪车，总价
值超百万。30多名员工数钱数了 6个
多小时，手真的抽筋了，后来决定不数
了，上秤称！

汽车拖硬币
来回跑了 4趟
据 4S 店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这位客户是在前段时间的车展上订的
车，当时他说家里有些硬币，但跑了几
家银行，都不愿意兑换，想看看买车是
不是可以用硬币支付。出于为顾客提
供优质服务的考虑，4S 店同意了这个
要求

虽然有所准备，但 3 月 12 日这
一天，顾客开车来到 4S 店，打开后备
厢，大家还是惊呆了。硬币分装在几
十个塑料袋里，把后备厢塞得满满
的。

这仅仅是一部分。轿车先后跑
了 4 次，把 200 多袋硬币运到 4S
店。

30 多名员工
数了 6个多小时
为了数钱，4S 店专门调集人员过

来。30多人从 13时开始清点。
硬币面额有三种：1角、5角和 1元，

全部混在一块儿。起初，员工们一枚一枚
地清点，后来体验到传说中的“数钱数到
手抽筋”，但并没有想像中的幸福感。继
续清点，眼看还有一大堆，不知道要数到
啥时候，就改用电子秤称重算金额了。

到当天 19 时多，30 多人忙了 6 个
多小时，终于把 200 多袋硬币清点完
毕，总金额 20多万元。

神秘男子
想给老婆留下深刻印象
4S 店工作人员透露，这位顾客一共

购买了两台 50 多万的车，一台黑色的
自己用，一台红色的送给老婆，他也想
用支付硬币的方式，在情人节这一天给
老婆留下深刻印象。

据透露，这位神秘顾客今年 40 多
岁，泰州海陵区人，以前是做小生意
的，后来开始做工程。这些硬币是早些
年积攒下来的，自己都搞不清到底有多
少。 现代快报

男子运几十万枚硬币购车 4S店员工数到手抽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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