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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之窗

为深入贯彻落实“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工作要求，积
极推动“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
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落地见
效，同时更好地开展助力小微企业
发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8月30
日，访仙税务分局和中国银行访仙
支行在窦庄村委会联合开展了“贡
献税银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
题的服务小微企业活动。

税务、银行相关人员和窦庄
村辖区内的小微企业法人参加了
活动，整个活动分两个板块。

一是银税互动“护苗成长”。
税务、银行加强协作，在确保数据
安全、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前提
下，围绕“以税促信、以信换贷、以
贷扶微”主线，由银行人员介绍“企
业银税贷”等信贷产品，最大程度
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二是税务服务“春雨润苗”。
税务人员和企业法人座谈交流，
将小微企业税费优惠政策送到纳
税人手中；听取小微企业对税务
机关的办税服务质效、税收执法
行为和廉洁自律水平等方面的意
见建议；成立“税企互动组”，建立
税务联系点，每月召开“税企通气
会”、每季召开“税收分析会”，了
解小微企业需求，分析税源结构，

对企业办税过程中需要税务部门
办理的，我们都开辟“绿色通道”，
在第一时间办结，把“税企互动
组”办成“家”的感觉。

本次活动进一步拉近和融洽
了税企关系，探索了税银企共融
共通新思路，为助力企业发展开
辟了新途径、注入了新动力，为转
变税务机关工作作风和提升服务
质量探索了新思路。

下一步，访仙税务分局将分
批到各个行政村开展“贡献税银
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把税
收服务送到村村企企和田间地
头，让税收服务更加接地气，通过

“护苗成长”和“春雨润苗”帮助小
微企业发展壮大，助力这些小小
的“苗苗木木”早日长成“参天大
树”，早日呈现“绿树成荫”的繁荣
景象。 （周伟忠）

访仙税务分局：

贡献税银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

练湖税务分局结合所辖企
业的特点，充分利用基层管理分
局的优势，全链式、无死角的将
纳税服务延伸至事前、事中、事
后每个环节，切实提升纳税人的
办税能力，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
税务部门的服务水平及能力。

一是结合江苏税务APP全
面推广、应用，每月对新办企业
开展点对点的辅导，重点提升新

办纳税人对发票领用、纳税申报
等高频涉税事项的办税能力，让
新办纳税人全程掌握非接触式
办税，全面提高不见面办税比
例。

二是通过对纳税人营商环
境指标中纳税人申报时长的压
缩，全程辅导纳税人提高对电子
税务局申报操作系统的熟练程
度以及对各项税收政策的进一

步了解、掌握。
三是及时落实各项税收优

惠政策，进一步提升纳税人的获
得感。分局每月第一时间通知
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纳税人，及
时为其办理退税，增强企业的造
血功能，让纳税人及时享受到税
收改革的红利，进一步提升纳税
人的获得感。

（戴荣庆）

练湖税务分局：

纳税服务全链式、无死角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
策可以按半年享受啦！上半年
公司开发新产品有不少研发费
用，在下季度申报期内，记得预
申报进去，这样就可以省下一
大笔钱。

为使企业尽早享受到优
惠，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3号）
规定，现在允许企业自主选择
按半年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
策。所以不需要等到年度汇算
清缴时操作。

那上半年研发费加计
扣除政策应该如何申报享
受呢？

上半年的研发费用可以允
许企业在 10月份办理第三季
度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时，选
择享受上半年研发费用的加计
扣除优惠。符合条件的企业可
以自行计算加计扣除金额，填
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
（A类）》享受税收优惠。

那企业在申报研发费
加计扣除前需要准备什么
材料呢？

企业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
优惠事项采取“自行判别、申报

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
办理方式，通过填报企业所得
税纳税申报表享受税收优惠
即可，无需报送备案材料。但
应该做好以下材料的留存备
查：

1.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
发项目计划书和企业有权部门
关于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发
项目立项的决议文件。

2.自主、委托、合作研究开
发专门机构或项目组的编制情
况和研发人员名单。

3.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
记的委托、合作研究开发项目
的合同。

4.委托境外研发银行支付
凭证和受托方开具的收款凭
据。

5.当年委托研发项目的进
展情况等资料。

6.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
（包括外聘人员）和用于研发活
动的仪器、设备、无形资产的费
用分配说明（包括工作使用情
况记录及费用分配计算证据材
料）。

7.集中研发项目研发费决
算表、集中研发项目费用分摊
明细情况表和实际分享收益比
例等资料。

8.“研发支出”辅助账及汇
总表。

9.企业如果已取得地市级
（含）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出
具的鉴定意见，应作为资料留
存备查。

10.科技型中小企业取得
的入库登记编号证明资料。

11.创意设计活动相关合

同。
12.创意设计活动相关费

用核算情况的说明。

那万一第三季度（9月
份）预缴申报的时候忘记申
报了，年度汇算的时候可以
申报吗？

当然可以。如果企业办理
第3季度或9月份预缴申报时，
未选择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优惠政策的，仍可在次年办理
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那是不是所有的企业
公司都可以提前预缴申报
呢？

只要是符合研发费加计扣
除条件的企业, 均可在预缴申
报当年第 3 季度企业所得税
时，自行选择就当年上半年研
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
策。

提醒

加计扣除适用活动
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新

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
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
（服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具
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

加计扣除不适用行业
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

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娱乐业不可享
受。来源：上海税务公众号

办税指南指南
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

国契税法》开始施行，近日，中
国税务报新媒体收到了很多契
税相关的咨询，我们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12366纳税服务平台
的相关问答，整理了网友最关
心的几个问题，一起来看看吧。

一、个人用拆迁补偿购置
新房如何缴纳契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
税法》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
市可以决定对下列情形免征或
者减征契税：

（1）因土地、房屋被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重新承
受土地、房屋权属。

（2）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
重新承受住房权属。

二、房屋土地权属由夫妻
双方共有变更为一方所有如
何征收契税？

根据《关于契税法实施后
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29号）规定：

夫妻因离婚分割共同财产
发生土地、房屋权属变更的，免
征契税。

三、购买车库是否征收
契税？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贯彻实施契税法若干事项执
行口径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2021年第23号）的规
定：

房屋附属设施（包括停车
位、机动车库、非机动车库、顶
层阁楼、储藏室及其他房屋附
属设施）与房屋为同一不动产
单元的，计税依据为承受方应
交付的总价款，并适用与房屋
相同的税率；房屋附属设施与
房屋为不同不动产单元的，计
税依据为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
价格，并按当地确定的适用税
率计税。

四、如何提供并证明是否

是家庭唯一住房？
根据《关于调整房地产交

易环节契税 营业税优惠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6〕23号）的
规定：

纳税人申请享受税收优惠
的，根据纳税人的申请或授权，
由购房所在地的房地产主管部
门出具纳税人家庭住房情况书
面查询结果，并将查询结果和
相关住房信息及时传递给税务
机关。暂不具备查询条件而不
能提供家庭住房查询结果的，
纳税人应向税务机关提交家庭
住房实有套数书面诚信保证，
诚信保证不实的，属于虚假纳
税申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
处理，并将不诚信记录纳入
个人征信系统。

五、申报契税时应提交
哪些资料？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契税纳税服务与征收管理
若干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21年第 25号）的
规定：

契税纳税人依法纳税申
报时，应填报《财产和行为税
税源明细表》（《契税税源明
细表》部分），并根据具体情
形提交下列资料：

（1）纳税人身份证件。
（2）土地、房屋权属转移

合同或其他具有土地、房屋
权属转移合同性质的凭证。

（3）交付经济利益方式
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提交
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相关价
款支付凭证，其中，土地使用
权出让为财政票据，土地使
用权出售、互换和房屋买卖、
互换为增值税发票。

（4）因人民法院、仲裁委
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监
察机关出具的监察文书等因
素发生土地、房屋权属转移
的，提交生效法律文书或监
察文书等。

符合减免税条件的，应
按规定附送有关资料或将资
料留存备查。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公
众号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可以
按半年享受，提早准备别错过

如何提供并证明是否是家
庭唯一住房？购买车库是
否征收契税？解答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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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防控“加码”，顾客安心采购
本报讯（记者 马骏）“疫情

形势向好，更要严防死守，感觉一
些公共场所防控措施比以前更严
了。”近日，市民陈女士一家来到
八佰伴商场购物，在进入商场时，
商场工作人员要求陈女士不仅要
接受测温、出示健康码，还要出示
行程码，这让陈女士有些意外，

“南京、扬州疫情暴发时，商场防
控措施比较严格，要求佩戴口罩、
接受测温以及出示健康码，现在
疫情形势趋稳，反而还加上了一
项‘行程码检查’。”

记者走访发现，近段时间，我
市各大商场的防控措施并未因疫

情形势趋稳而放松。相反，一些
商场还加强了防控措施，让顾客
能够安心采购。在八佰伴商场，
记者注意到，现在进入该商场不
仅需要佩戴口罩、接受测温、出示

“绿码”，还要向检测点的商场工
作人员出示行程码。为了方便顾
客，商场将微信小程序的二维码
贴在了检测点，顾客通过简单的
手机扫码便可显示行程码。“绝大
多数顾客还是很配合的，毕竟防
疫不是儿戏，我们严一点，顾客购
物能更安心。”该商场检测点一位
工作人员说。

记者注意到，随着中秋临近，

连日来，各大商超的人流量明显
上升。“人虽然多，可我一点也不
担心。”在位于新城吾悦广场的大
润发超市，正在选购的市民赵女
士告诉记者，她当天是来为家中
长辈挑选礼包的。“平时工作忙，
只有周末的晚上才有时间来买这
些东西。”赵女士说，“虽然超市里
的人很多，但不论是顾客还是店
员，大家都佩戴着口罩，进超市
时，大家也都接受了测温、出示了
健康码，所以消费环境还是很安
全的。”

“我记得去年三四月期间，疫
情形势趋稳后，很多地方的防控

措施一下子就从有到无了。这轮
疫情过后，感觉情况完全不同。”
市民韦先生说，“就说这些商场
吧，入口处依然设立了检测点，工
作人员还是会让进入商场的顾客
按要求去做，这样的坚持是很有
必要的。”韦先生认为，商场保持
严格的防控措施，不仅让顾客安
心，也给顾客提了个醒。“最近这
段时间，一些人觉得疫情过去了，
很多防护措施不需要了，在一些
室内公共场所，有的人甚至连口
罩也不戴了。”韦先生说，“商场不
放松防控措施，让顾客一进商场
就得到了心理暗示：该做的防护

措施还得做。”
一些市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病毒无孔不入，不管是商场
还是个人，都应该坚持做好防控、
防护措施。“双节”即将到来，只有
绷紧心中的防疫之弦，才能过一
个幸福平安的节日。

9月 12日，我市吕城镇虎墅
村西沟村村民赵定福家中打扫
得干干净净，桌上摆满了水果，
家门口挤满了村民，十分热闹，
他们都在等待一位重要的“客
人”。“今天可是个大喜的日子，
因为我失散 61年的弟弟赵红福
终于要回家了……”话还没说
完，赵定福几近哽咽。

别离

据了解，赵定福共有兄弟姐
妹五人，弟弟赵红福在家排行老
四。61年前，赵定福8岁，弟弟赵
红福只有 3岁，是家中最小的孩
子。当时，他们的父亲赵西汉在
丹阳城里工作，母亲蔡生娣跟在
身边照顾，孩子都在乡下由外婆
一人照看。上世纪60年代，当时
经济落后、物质匮乏，赵定福回
忆说，那个时候，有时候一家人
的晚饭就是煮一锅胡萝卜，根本
吃不饱饭，何况家中兄弟姐妹

多，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那个时候，我外婆也是好

心，心想家里这么多孩子肯定养
不活，而且我母亲那时候身体也
不好，外婆就决定把最小的弟弟
送人。”回想起弟弟被送走时的
场景，赵定福至今记忆深刻，“差
不多也是这个季节，那天天还没
有大亮，外婆走过来，把睡在一
旁的弟弟轻轻抱起后，就匆匆出
了门。我当时心里还纳闷，外婆
要带弟弟去哪儿？没想到这一
别就是61年。”说起这些，这么多
年心中对弟弟的思念泛滥，赵定
福再一次湿了眼眶。

寻亲

赵定福说，弟弟被送走之
后，家人也试图寻找过几次，但
是人海茫茫，想找到一个人谈何
容易！“据外婆说，当时，她把弟
弟扔在了吕城火车站，亲眼看到
有人把弟弟抱上火车后才折返

家中。后来我们辗转了解到，抱
走弟弟的人坐着火车到达常州
时，就把弟弟扔在了一个角落，
后又由一路人抱起坐着火车一
路去往上海。在上海火车站，本
来有一户人家想要收养弟弟，然
而没想到的是，弟弟却在这户人
家给他买玩具的时候走丢了，至
此便没了音讯。”赵定福说，父亲
生前曾多次去常州、无锡等地寻
找弟弟下落，然而每次都是失望
而归。这么多年，弟弟被送走一
直是父亲的一块心病。6年前父
亲临终时，都还惦记着这件事。

直到今年 7月 12日，一群身
穿红色服装的人来到赵定福家
中，询问他家中是否有亲人走
丢，事情才有了新的希望。询
问赵定福的人名叫李勇国，来
自江阴市寻亲志愿者协会。两
年前，应内蒙古一民间寻亲群
体的强烈要求，他们去往内蒙
古开了一次寻亲会，并采集了
寻亲者的身份信息，其中有一
个人名叫张海仁。据张海仁
说，他 18 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临终前父亲告诉他并非亲生，
而是从福利院领养的。多年
来，张海仁一直在寻找自己的
亲生父母。李勇国说，近两年
来，在江阴警方的帮助下，他
们逐渐缩小了张海仁亲生父母
家的寻找范围，并最终锁定在
丹阳吕城镇范围。“此次前来是
想通过实地走访，询问你家中
是否有亲人走失，如果有的
话，就登记一下身份信息，我
们回去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
张海仁的亲人。”当时李勇国这
样对赵定福说道。

想到自己确实有一个失散
61 年的弟弟，赵定福就让工作
人员采集了老母亲蔡生娣的

DNA 信息，没想到 5 天后，对
方就打来电话告知，说DNA鉴
定结果出来了，这个叫张海仁
的人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弟弟
赵红福。“得知这个消息时，我
们全家都高兴坏了，我母亲知
道我弟弟要回来时，激动得三
天没睡好觉。真的很感谢江阴
市寻亲协会志愿者们的不懈努
力！”赵定福说道。

重聚

9月12日下午3点20分，随
着阵阵锣鼓声，张海仁和妻子
从西沟村村口一步步朝着心中
魂牵梦绕的老家走去，只见他
身穿蒙古服，手捧鲜花，脸上
洋溢着笑容。60 载的草原生活
虽让他饱经风霜，然而他行走
的步伐却十分坚定。

当张海仁一行到达家门口
时，哥哥赵定福已经带领全家
老小在此等候多时，见小儿子
靠近，今年 87岁的老母亲蔡生
娣坐在轮椅上，眼睛紧紧盯着
张海仁打量。“和他母亲长得真
像”“这么多年，不容易啊”，
看着眼前年过半百的张海仁，
围观村民纷纷感慨道，有的已
经在偷偷抹泪。

“妈妈，我想您！”见到亲
生母亲蔡生娣后，张海仁扑通
一声跪在地上，而当听到这一
声“妈妈”后，蔡生娣也抑制
不住地用手拭泪。“当初外婆将
弟弟送走的决定，母亲并不知
情，虽然知道外婆是出于好
心，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
肉，事后每想起此事，母亲常
常感到内疚和自责，现在弟弟
终于回来了，母亲也算可以安
心了。”赵定福说道。

“ 相 顾 无 言 ， 唯 有 泪 千

行”，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
浩特到丹阳，张海仁用了 61
年，由于年岁已高，此时的蔡
生娣已经口齿不清，但从她时
而哭泣、时而微笑的表情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多年来压抑
在老人心中的委屈以及此刻能
和儿子再次相逢的喜悦。而令
人唏嘘的是，在异地生活了大
半辈子的张海仁，面对眼前生
母这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庞，
除了“想您”，再也说不出其它
话。

凉风阵阵、落日余晖，在
众人的拍手叫好声中，在喧天
的锣鼓声中，张海仁紧紧地将
母亲蔡生娣拥在了怀里，久久
不愿放开，仿佛在试图寻回印
刻在血液里的那一份母爱。

事后记者了解到，张海仁
在上海火车站走丢后，被上海公
安局送到了上海福利院，当时，
院内还有很多像张海仁一样的

“弃儿”，随着福利院的孩子越来
越多，张海仁和其他三千多名孩
子一起，被辗转送到了内蒙古一
家福利院，而后被当地一户人家
领养。目前，张海仁已经退休，
这次寻亲回到老家，他计划多待
几天，以后的日子，他也会常回
来看看。

江阴市寻亲志愿者协会会
长李勇国表示，据他们了解，上
世纪60年代，丹阳还有一些家庭
像赵定福家一样，因为生活所
迫，将孩子送走，而随着社会的
发展、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越
来越多的人想要找到自己的亲
人。李勇国说，如果我市市民有
类似的情况，欢迎大家前往咨询
求助，他们将竭尽全力圆大家的
团圆梦。

61年后，送走的弟弟回家了！
本报记者 吴琪

图为张海仁和母亲以及寻亲志愿者们合影。 记者 吴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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