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证见证
一名叫李树清的双流本地
解放军战士牺牲在彭镇

在《进军蓉城》关于彭镇战斗的描述
中，有一句话，“一位解放军连长牺牲在农
民王齐锐家门口”。记者在彭镇走访时，从
一位老人处得知，王齐锐老人仍在世。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随即和杨允澄辗转
找到了已经93岁高龄的王齐锐。彭镇大血
战时，王齐锐老人正在彭镇小学担任教师。

王齐锐老人说，战斗停止后，为了掩
埋牺牲的战友，解放军先在双流城关买了
10副棺木，接着又在彭镇买了10副，第二
天再发现有牺牲烈士，又零星买了几副，
实际上，每副棺木中安放的据说是两具解
放军遗体。由于时间紧迫，解放军33师匆
匆离开彭镇时，未将战斗中牺牲的烈士英
名和事迹告诉当地人，以至于烈士的墓碑
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至今《四川省双流
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中都没有收录到他们
的名字。而他们的埋葬地点，除了花园桥，
还有北门的乱葬坟。

但并非一个人的名字都没有留下。王
齐锐回忆，解放后，他在粮食局工作，恰好遇
到了一位同村人，“我问她来做啥子，她说来
领饷，她的弟弟李树清，参加解放军，牺牲在
了彭镇。”王齐锐说，李树清就只有这一个姐
姐，姐姐的儿子叫余怀仲（《胡宗南余部在彭
镇的覆灭》中误作“徐”），家住彭镇罗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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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城中
村——成华区万年场街道老旧
院落“邱家大院”开拆了！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华区
万年场街道相关负责人处了解
到，为彻底解决片区安全隐患，
该城中村在4月3日前，住户自
行搬离；4月5日，人员全部撤
离；截至昨日，邱家大院集体公
房已由街道开始拆除。

城中村“邱家大院”开拆了！
成华区让居民安全“不凑合”，筑牢平安社区工程基层基础

作为成华区百日攻坚行动的“第一单”
和成华区院落改造中难啃的“硬骨头”，邱
家大院所存在的环境脏乱差，安全隐患多
等问题让居民生活不仅不方便，而且不安
全。4月1日，成华区相关负责人深入现场督
察暗访，现场召开协调会并提出了整改要
求。据悉，成华区以邱家大院拆除工作为基
点，持续整合该区多部门力量，筑牢平安社
区工程基层基础，全面排除并解决该区安
全风险及隐患，在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
行动中跑出了“加速度”。

城中村租户烧煤煮饭
有重大安全隐患

日前，记者来到邱家大院之时，大部分
租户已经搬离，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过

道的垃圾。邱家大院位于成华大道旁的万
年场街道，陈年老旧的院落和周边春意盎
然的多宝寺公园、客家文化广场、正成沙河
明珠等现代化住宅相较，显得格格不入。据
介绍，邱家大院占地面积约3197平方米，有
出租屋118间，共居住196人。

“这里的安全隐患问题是长期遗留积
存的，巷道狭窄，电线私拉乱接，疏散通道
不畅通，安全出口数量不够，居民安全问题
一直是我们的心头之患，也是我们安全检
查防范的重中之重。”该街道相关负责人介
绍。据悉，在2017年11月，由街道出资对邱
家大院进行了消防改造，修建了消火栓，为
每户设置了独立烟感报警器，增加了消防
安全出口，并为居民修建了电瓶车充电车
棚，增加了灭火器数量，对住户用电线路进

行了穿管入盒，从“硬件”上着手，消除安全
隐患。

“我每天来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我在的时候，可以规劝他们，但一走，烧垃圾
袋、木块来煮饭的事情还是会发生。”邱家大
院网格员告诉记者：“租户普遍是年纪比较
大的人，有些还带着孙儿孙女，一间狭窄的
房间里住着3、4个人。他们的安全意识薄弱，
家中堆放易燃物品、烧煤烧捡拾的塑料袋来
煮饭、使用过期液化气罐、电瓶车室内充电，
过道堆放杂物，这些行为存在重大的安全隐
患，也严重影响了周边小区居民的生活”。

自2017年以来，万年场街道采取多种
方式消除邱家大院的安全隐患问题，但由
于历史遗留问题复杂，始终不能从根本上
杜绝风险。今年3月，成都市开始平安社区

工程百日攻坚行动后，成华区借攻坚行动
东风，下定决心整合多部门力量，落实工作
责任，助力万年场街道彻底解决邱家大院
的问题。

成立专项行动小组
建立三级研判处置体系

据了解，邱家大院已于4月9日开始拆
除，力争12日拆除完成。

邱家大院的整改只是成华区此次平安
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的一个缩影。平安
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成华区
组织召开动员部署会2次、联席会2次、协调
会3次，对社区工作者、网格员、综治队员及
下沉社区力量培训1次，围绕9类29项突出
问题和风险隐患，结合实际进一步对照细
化具体行动方案，厘清该区各部门工作责
任，强化重点工作、创新工作机制，从群众
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着手，形成切实
有效的工作链，全面排查整治影响平安社
区建设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

成华区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平安社区
工程百日攻坚行动总体方案及9个专项工作
方案、百分制动态管理制度及督察规则等，
细化该区各级各部门工作重点和工作流程。
同时，在区级层面，成立平安社区工程百日
攻坚行动工作组，各街道及部门还分别成立
了工作组，确保工作层层落实；同时，成华区
建立三级研判处置体系，针对发现的问题，
建立“社区发现、街道呼叫、部门响应、协同
整治”的工作机制，全面加强对突出问题和
风险隐患的集中排查，加强衔接协调，强化
督查考核，加快构建平安社区建设共同推进
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
效。据了解，截至4月4日，成华区全区共排查
问题隐患1174个，已解决704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黄琳 摄影报道

个税新政专项附加扣除是何时开始？对普
通人来说有哪些影响？申报多久之后能看到扣
除结果？

4月9-10日，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
值守“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回应个税
新政热点问题。

100多万自然人申请个税专项附加扣除
集中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房屋贷款利息

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对个人来说，最大变化在
哪里？市税务局解释，新政将工资薪金、劳务报
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劳动性质的所得纳入
综合征税的范围，统一适用超额累计税率，实行
按月或按次预缴，按年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是另一个热点。市税务
局介绍，目前已经有一百多万自然人申报专项
附加扣除，集中反映到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以
及房屋贷款利息这三项。

按照国家相关法规规定，享受子女教育、
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
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也就是职工本
人），自符合条件开始，就可以向支付工资、薪
金所得的扣缴义务人提供上述专项附加扣除
有关信息，由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税款时，
按其在本单位本年可享受的累计扣除额办理
扣除；也可以在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内，向汇
缴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汇算清缴申报时扣除。

纳税人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电子或者纸
质报表等方式，向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
关报送个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扣缴义务人不承担法律责任
可以多退少补

现在一些企业和个人，对个税专项扣除申
报并不积极。对这种现象，税务部门怎么看？

市税务局解释，一些企业的财务对专项扣
除有顾虑，因为纳税人报送信息是否真实，会
不会承担责任，觉得工作量会增加。另外，企业
觉得会负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积极性不
高。市税务局提示扣缴义务人，申报的自然人
信息是以纳税人申报为主，申报了扣除，晚报
了可以补报，多交了还可以退税，在扣缴义务
人方面是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要申报了
就可以受理，就可以计算。

市税务局称，一些自然人也在观望，觉得
自己每个月工资薪金没有达到起征点5000元
的费用扣除标准，就没有必要申请专项附加扣
除，“为此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的是：也许
在每一个月申报时有可能没有达到起征点，但
一旦工资累计某一个月要发放年终奖的时候，
就可能使用专项附加扣除了，累计也是可以扣
除的，可以充分享受这个红利。”

个人信用能真信吗？
纳税人需要负责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许多市民关注申报时间。市税务局介绍，个
人取得《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应税所得，应按
照税法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居民个人取得
综合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有扣缴义务人
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预扣预缴税款；
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内办理汇算清缴。

对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
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
关将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处理。

如果申报信息不符，相关部门会管吗？市
税务局说，在申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时，纳税
人需要对所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负责。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按照纳税人提交
的信息计算办理扣缴申报，不得擅自更改纳税
人提供的相关信息。扣缴义务人发现纳税人提
供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可以要求纳税人修
改。纳税人拒绝修改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向主
管税务机关报告，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处理。

纳税人存在报送虚假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重复享受专项附加扣除、超范围或标准享受专
项附加扣除、拒不提供留存备查资料以及税务
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应
当责令其改正；五年内再次发现的，视情形记
入有关信用信息系统，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
施联合惩戒；涉及违反税收征管法等法律法规
的，税务机关依法进行处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昨日，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都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下发《关于我市相关区中
小学生课后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通知》提出，在成都市高新区、锦江区、青

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区域内，以学校
为主体在周一至周五正常行课结束后至 18：
00期间按照《关于成都市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实
施意见的通知》开展的课后服务，财政投入不
足部分，各区按照“家长自愿、成本补偿、非营
利性”原则，收取的课后服务性收费标准不高
于200元/生·月。

其他区（市）县中小学课后服务性收费标
准，可参照上述收费标准，按现行价格管理权
限审批。

成都市各区（市）县发改部门、教育主管部
门制定中小学课后服务性收费标准，并由教育
主管部门研究制定本区域内课后服务工作实
施细则和执行时间，经各区（市）县政府同意并
报市教育局备案后执行。

成都市各区（市）县应按照上述实施意见加
强对中小学课后服务性收费的管理和监督检
查，督促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做好收费项目
和收费标准公示。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
对违反 规定收费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
规查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成都出台
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性收费标准：
不高于200元/生·月

工资没达到起征点
还有必要申请
专项附加扣除吗？
市税务局解答个税新政疑惑

40多名烈士为解放双流牺牲，
如今，我们只愿英雄青史留名

寻觅英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如果您有关于1949年12月26日双流县彭镇大血战牺
牲英烈的消息，请联系成都商报热线电话86613333-1

清明刚过，初晴又雨。
一个大大的问号在76岁的杨允澄

的心里画了数十年——双流县（现双流
区）烈士陵园里，那40个没有名字、没有
生平、没有照片的墓碑下，到底埋着谁？

那是40多名牺牲在1949年解放双流战
斗中的英烈。可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是谁
的儿子、谁的父亲？他们的家在哪里？除了墓
碑上的一颗红星，他们什么也没能留下。

查询资料、走访烈士陵园和彭镇，
我们试图从字里行间和蛛丝马迹中寻
找英烈们的信息，这场寻找注定艰难
无比。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与双流新闻
中心联合发起寻找烈士信息，如果您
有关于1949年12月26日，双流县彭镇
大血战牺牲英烈的消息，请您联系成
都商报热线电话86613333-1。

寻问寻问
双流画家画出《彭镇大血战》

画中的40位无名烈士究竟是谁？

杨允澄是土生土长的双流人，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2010年初一个偶然的机
会，杨允澄第一次接触到了一本出版于上
世纪50年代的《蜀乡战事》的复印本，关于
解放双流的重要战役“彭镇大血战”，里面
记载了1949年12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野战军第11军第33师在彭镇与顽
抗的国民党溃军激烈作战的经过。从午
后一直打到深夜到艰难的战斗后，共牺
牲了40多名解放军。又因部队追击溃军、
紧急开拔，这40多名解放军战士的遗体只
得匆匆掩埋，未能留下姓名。

在《1946-1950国共生死决战全纪录》
系列丛书第一辑的《进军蓉城》中，杨允澄
了解到了更详细的战争过程，身先士卒的
帅连长——一位解放军连长牺牲在王齐
锐家门口，当地泥瓦匠王世荣、荞面店学
徒李福元被国民党拉夫……更多的人物
出现在了战斗记录中，甚至还有40名烈士
为何匆匆安葬的过程。

2013年，杨允澄提笔，创作了一幅6米
长、1.25米宽的国画《彭镇大血战》，正是描
绘了他心中这40名英烈的形象。但杨允澄
心里的问号仍然没有抹去，他们，到底是
谁？他们的亲人是否知道他们长眠于此？ 1、参战部队为第二

野战军第11军第33师。
2、彭 镇 大 血 战 在

1949年12月26日午后打
响，历时8小时。

3、原花园桥当地农
民应海如、李文山家中安
置过解放军伤员。

4、彭镇泥瓦匠王世
荣和荞面店学徒李福元
被国民党拉夫，第二天解
放后参加了解放军。

6、彭镇吴子章老人、
原保长周京全曾为解放
军带路。

7、解放军33师帅连
长牺牲。

（经王齐锐回忆，王
世荣、吴子章、周京全可
能均已去世。）

搜集线索

探访探访
历经两次搬迁

烈士陵园仅有29个无名烈士墓

4月10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和
杨允澄一起，来到位于双流区煎茶镇的双流
区烈士陵园，在纪念馆中关于“解放双流”的
解说词中，记录了1949年冬，中国人民解放
军挺进大西南，一举解放成都后历经东山
太平场战斗、正兴苏码头战斗以及双流城
西彭家场战斗解放双流的过程，其中，
1949年12月18日的苏码头战斗中，9名解
放军指战员壮烈牺牲，在12月26日的彭家
场战斗中，阵亡解放军指战员共计40余人。

但在陵园中，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细数了墓碑，“无名烈士之墓”的墓碑仅
有29座，还包括数座有备注是牺牲在苏码
头战斗中的烈士，而其他“无名烈士墓碑”
上，除了一颗红星外，没有姓名、没有生
平，不知道部队番号，甚至没写上他们牺
牲在哪场战役中。此外，还有3个仅知道姓

走访走访
亲历战争的老人

曾偶遇解放双流的老兵

在彭镇，杨允澄经过多方打听，一名叫
“郑玉林”的老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今年已经85岁的郑玉林，文家场战役
打响时14岁。郑玉林回忆，打仗前几天，场镇
就一直在过国民党的部队，12月26日当天，
国民党在场镇挖坑、搭炉，杀掉抢来的猪、
鸡，自己家800斤大米也被抢夺一空。郑玉
林和家人躲在了刚刚修好的猪圈茅厕里。
第二天早上，打更人沿街喊“大家出来，把
灯笼点上，解放军来了，不要怕。”郑玉林
和家人出来，看到解放军端着枪，站着守
着坐在屋檐下的许多俘虏。关于牺牲的解
放军，郑玉林只记得，有部分埋在了花园
桥，就是“打得最凶”的地方。

巧合的是，1953年，郑玉林加入志愿军
奔赴朝鲜，在朝鲜战场上编入了志愿军独
立团二营四连。一次闲聊中，一位副班长得
知郑玉林是从双流来的，曾说他就参与过
解放双流的战斗。郑玉林只记得这位老兵
是志愿军独立团二营四连一班副班长，山
东人，当时二十七、八岁左右。

名的烈士墓碑。
双流区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彭波介

绍说，目前的烈士陵园于2007年动工，
2008年正式从城区搬迁过来，因为烈士牺
牲的历史特殊时期，在安葬这些烈士时，
就没能留下个人信息，也无从找起。杨允
澄也回忆说，位于县城的烈士陵园在1954
年左右修建，也就是说，牺牲在1949年年
底的烈士，是在几年后才被安置到烈士陵
园的，烈士们的遗骸历经两次搬迁。同时，
记者从双流区档案局也未能找到关于彭
镇大血战的档案信息。

邱家大院拆除现场

杨允澄在为无名烈士之墓扫墓

杨允澄画的《彭镇大血战》，原画有6米长

郑玉林老人（左）讲述当时战斗发生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