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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国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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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10点，成都市公
安局成华区分局开展节前集中
排查“非法烟花爆竹专项行动”
时，在辖区石岭村6组一居民房
内，查获了一处非法烟花爆竹
存放点。

记者在现场发现，该存放
点为一幢废弃的水泥平房，里
面堆放了大量爆竹。然而，房间
内电线、开关裸露，没有任何防
爆和消防设施，一位自称是小
工的妇女面对民警询问，拿不
出存放烟花爆竹的相关手续和
执照。经清点，平房内共非法存
放了1200余件烟花爆竹，因该

存放点紧邻周围的民房，对附
近居民造成了极大威胁。

目前，查获的这些烟花爆
竹已被依法扣押，交给具有相
关资质的专业公司妥善存储。
非法存放点的小工已被警方控
制，目前，警方对幕后老板还在
进一步深挖当中。成华警方节
前集中排查非法烟花爆竹专项
行动还将继续，并将进一步加
大对烟花爆竹非法经营、运输、
储存的排查整治力度。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摄影实习生 廖阔

人就在乌鲁木齐
四川女孩找到了
原来是手机丢了……

女儿的同学打电话说在成都工作
的女儿突然去新疆出差并失联，在广
东打工的张文华焦急之下四处求助，
并决定飞到乌鲁木齐市报警寻找女儿
（成都商报25日曾报道）。昨日下午两
点，张文华刚刚走出乌鲁木齐市地窝
堡国际机场T1航站楼，就接到女儿电
话，“爸爸，我很安全，之前是手机丢了
（没有打电话）。”

12月15日，四川女孩张洁被单
位派往乌鲁木齐出差后，电话持续
关机。在广东江门打工的张文华夫
妻随后接到消息，因张洁是在新疆
失去联系，必须到属地管理的乌鲁
木齐市报警。

12月26日14时30分，张文华刚刚
走出乌鲁木齐市地窝堡国际机场T1
航站楼，就激动地对记者说：“找到了，
我女儿刚刚给我打完电话，她在和田
街派出所等我。”随后，父女二人在派
出所门口相见。“爸爸，我在这里！”张
洁激动地抱住父亲，张文华仔细打量
着女儿，泪流满面。

张洁告诉记者，自己目前在一
家美容院工作。“今天早晨，同事说
我 上 新 闻 了 ，我 才 知 道 爸 爸 在 找
我。”张洁赶紧来到附近派出所，但
是打爸爸电话一直关机，没想到他
已经在飞机上了。张洁说，自己不是
有意“失联”，12月16日下了飞机后，
手机不小心丢了，“我是来新疆出差
的，就想着回成都再补办电话卡，就
没有跟别人联系。”

为什么不和家人联系？张洁回忆，
一个多月前，父女俩因琐事起了争执，
二人便开始“冷战”。经过这次误会，张
洁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没想到爸爸
这么担心我。我错了，以后不管去哪
里，一定会按时跟家人报平安。”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四川女孩在新疆“失联”10天
追踪

《2015年四川省水资源公报》公布

19市州天然年径流量
均有不同程度减少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春）日前，省
水利厅公布《2015年四川省水资源公
报》，其中透露，2015年全省地表水资
源量 2219.35 亿立方米，比常年减少
15.1％，比2014年减少13.2％。与常年
相比，2015年，有19市（州）的天然年
径流量均有不同程度减少，其中成都
市天然年径流量减少最多，达35.2％。

在公报中，水质数据也被披露。
水质为Ⅳ类（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
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
区）的污染河段有岷江干流的彭山、
眉山、乐山犍为、宜宾城区段、岷江南
河的成都城区段、青衣江芦山河的芦
山段，沱江干流自德阳、资阳至泸州
段，沱江金堂北河的清江段、沱江支
流毗河苟家滩段、旭水河自贡段、濑
溪河的福集段，渠江南江的巴中段，
御临河坛同段。

水质为Ⅴ类（主要适用于农业用
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的污染河
段有雅砻江支流安宁河的湾滩段，岷
江干流的新津董村、五通桥、罗波、岷
江支流锦江（府河）的望江楼、黄龙溪
段，大渡河支流峨嵋河乐山城区段、青
衣江偾江的雅安城区段，沱江干流德
阳旌阳区八角大桥段、广汉易家河坝
段、青龙庙段、三皇庙段、沱江支流威
远河的高垌大桥段、釜溪河自贡段，涪
江芙蓉溪的绵阳城区段。

据悉，《成都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已于2016年2月1日开始生效，其
中提出，到 2017 年，府河、江安河、新
津南河、毗河等河流的主要支流基本
消除劣Ⅴ类水体。

零申报时不时不申报？长期零申
报对企业有无影响……随着企业注
册登记的门槛降低，越来越多人加入
了创业大军。但在创业筹备初期，不
少纳税人对零申报的涉税事项“一头
雾水”，成都国税为你厘清零申报要
避免三大误区。

误区一：零申报可免于申报
提醒：应如实进行纳税申报

近日，市民王女士咨询，她的企
业属于小规模纳税人，月收入只有一
两千元，进行申报未超免征额，目前
无需纳税。“这样可以不申报吗？申报
的话收入填0可以吗？”

零申报是指企业纳税申报的所
属期内没有发生应税收入，应纳税额
为“零”时，可进行零申报。根据规定，
纳税人必须如实办理纳税申报。虽然
王女士的收入较少，可享受小微企业
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但也应进行
申报，并如实填写收入，不能填“0”。

税务机关提醒，还有另一种情况：
企业正在筹建期，处于亏损状态，企业
对所得税一项进行了零申报。这一做
法也属于未如实申报，违反税法规定。

误区二：长期零申报无涉税风险
提醒：发票使用或受限

通常，出现零申报有三种情况：

一是企业处于筹建期，证件不全，
较长时间没有经营行为；二是纳税
人为了便捷，将没有税款的情形，
比如，企业所得利润为负数，统一
进行零申报；三是为偷税漏税进行
虚假零申报。

三种情形中，只有第一种情况属
于正常申报，后两者都存在涉税风
险。如企业在领取发票的情况下，长
期零申报无收入，更加大了风险，很
可能涉及“走逃户”、虚开发票、隐瞒
收入等情况，将被税务部门纳为重点
监控对象。

长期零申报的纳税人，在发票的
使用上或将受到限制，降低数量和限

额。经税务机关核查有风险的，还可
能要求企业采用核定征收方式申报
企业所得税。

误区三：零申报不影响企业信用
提醒：
长期零申报或被取消A级信用

如纳税信用等级评定A、B级，可取
消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的程序，办税
便利。反之，若被评为D级，将让企业举
步维艰。如果企业在一个评价年度内，
因非正常原因，增值税或营业税连续3
个月或者累计6个月零申报、负申报
的，就不能评为A级。

另外，隐瞒收入虚假申报的，税

务机关可要求其补缴当期税款与滞
纳金，并按规定对其处以罚款，情节
严重的移送稽查部门。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可由税
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5万元
以下的罚款。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

经成都市国税局稽查局检查，发
现成都春晟药业有限公司在2011年至
2014年期间，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1605份，金额21057万元，税额3579
万元，且该公司已全部认证抵扣。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对该公司接受虚开已申报抵扣

的增值税3579万元作进项税额转
出，追缴增值税3579万元并加收滞
纳金。由于该案已涉嫌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罪，已移送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目前公安机关已批捕5人，刑
拘2人。

【成都市国税局温馨提示】
明年买1.6L以下的乘用车
按7.5%征购置税

自2017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
止，购置1.6升以下排量的乘用车，减
按7.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自
2018年1月1日起，恢复按10%的法定
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

医生已被解聘？
医院称已解聘
当事医生却还在医院上班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再次来
到四川省第二中医院联盟万年医院，
医院负责人陈先生介绍，成华区卫计
局已到医院进行了检查，医院自身也
在组织自查。该负责人称，医院规定
不允许在手术过程中增添手术项目，

“不论是对是错”，由于王医生（当事
医生）的“不慎重”，对医院造成了不
好的影响，已经对王医生进行了解聘
处理，“这几天已经没来上班了”。

不过，约半小时后，成都商报记
者在医院一楼的外科专家门诊办公
室内见到了王医生。记者注意到，他
的办公桌上摆放着12月26日刚刚签
字的一份手术同意书，旁边的门
（急）诊日志上，截至12月26日仍有
诊断记录。“刚刚处理了一个娃娃的

头部外伤。”王医生表示，上午他还
参与了一台手术。说起丁先生，王医
生称他还有印象。“他来做包皮手
术。”王医生称，当时包皮已经割下
来了，在分离的时候发现丁先生存
在筋膜粘黏的情况，“筋膜粘黏在术
前检查不一定能检查出来。”

“当时喊他起来看了粘黏处，是
为了让病人看到好和坏的区别。”王
医生称，这不是加手术项目，是具体
事情具体处理，发现问题要和病人
交代清楚。

“当时他（丁先生）肯定同意了
的。”王医生称，“要做就要补钱，他
交了钱，就肯定是我们说通了他。”
他表示，当时丁先生是口头同意的。

常见修复手术？
公立医院专家：
这样的手术一般并不常见

在丁先生的包皮环切手术中，

王医生称丁先生存在阴茎筋膜粘
黏，需要加做阴茎筋膜修复手术。那
么何为“阴茎筋膜粘黏”？“阴茎筋膜
修复手术”又是一项什么手术呢？

对此，王医生的解释是，因为
丁先生在割包皮时出现了包皮与
阴茎粘黏的情况，要继续进行包皮
手术需要将粘黏疏松，否则会影响
手术效果，以后也可能会影响到性
功能，修复手术也正是为疏松粘黏
而进行。他称，此类手术在平常“很
常见，情况很多”。而阴茎筋膜粘黏
与否在前期检查中很多时候是检
查不出来的。

对于该手术，成都一家公立医
院泌尿科专家介绍，在包皮手术过
程中确实不排除某些患者会出现阴
茎筋膜粘黏的情况，如果遇到这种
情况，确实需要进行处理，但这样的
手术一般并不常见。另一家公立医
院泌尿科医生也表示，此类情况非
常少，但对于“阴茎筋膜修复手术”

的称谓，这位公立医院的医生则表
示“没听说过”。

此事不止一次？
该医院曾发生类似事件
院方最终退还患者部分费用

“此前，卫计局接到过关于这家
医院的一些投诉。”成华区卫计局相
关人士介绍，卫计局已经加强了对
该医院的检查，“曾经还对该医院进
行过约谈。”

成 都 商 报 记 者 检 索 发 现 ，
2014年3月6日，市民黄先生曾在
该医院做包皮手术，当时在手术
过程中，黄先生被医生告知，还需
做一个阴茎背神经阻断术，尽管
并不情愿，但他还是听从了医生
的“劝告”，加做了手术。最终花去
一万余元的手术费用。

术后，黄先生到另一家公立医
院进行了治疗，发现两个医院的治
疗方法相差很大，治疗费用也相差
很大，并在随后再次找到手术医院
讨要说法。院方最终退还了黄先生
4500元的手术费用。

手术做到中途
医生停下告知他要加项目

不是加项目·····？

王医生称，当时包皮
已经割下来了，在分离的
时候发现丁先生存在筋
膜粘黏的情况。这不是加
手术项目，是具体事情具
体处理。“要做就要补钱，
他交了钱，就肯定是我们
说通了他。”他表示，当时
丁先生是口头同意的。

不是第一次·····？

2014年3月6日，市民黄先
生曾在该医院做包皮手术，当
时在手术过程中，他被医生告
知，还需做一个阴茎背神经阻
断术，尽管并不情愿，但他还是
听从医生“劝告”加做了手术。
最终花去一万余元手术费用。
事后，他找到医院讨要说法，院
方最终退还了他4500元。

医院被调查·····
成华区卫计局分管领导、各

相关科室负责人以及和区卫生
执法监督大队已前往医院进行
调查。对该事件中涉及的医疗行
为已经立案调查。对于医院是否
涉及价格欺诈等问题，该局已向
成华区发改局致函，着手进行联
合调查。“如果调查结果属实，将
依据相关法规严肃处理。”

零申报涉税事项三大误区 成都国税帮您厘清

医院称已解聘当事医生
记者却见他仍在上班……
手术中有没有加项目？成华区卫计局立案调查

打了麻药躺在手术打了麻药躺在手术
台上的丁先生正接受包台上的丁先生正接受包
皮手术皮手术，，却被医生要求却被医生要求
增加手术项目增加手术项目，，尽管不尽管不
情愿情愿，，丁先生称丁先生称““医生很医生很
坚持坚持”，“”，“自己也不懂自己也不懂”，”，
只好同意只好同意（（成都商报昨成都商报昨
日报道日报道）。）。

昨日昨日，，成都商报记成都商报记
者再次来到当事医院者再次来到当事医院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四川省第二中医医
院联盟万年医院院联盟万年医院，，医院医院
负责人称已将涉事的王负责人称已将涉事的王
医生解聘医生解聘，，但记者却在但记者却在
医生办公室见到了这位医生办公室见到了这位
王医生王医生，，而他上午刚刚而他上午刚刚
做完一台手术做完一台手术。。对于患对于患
者的投诉者的投诉，，王医生称王医生称：：

““他他（（患者患者））交了钱交了钱，，我们我们
肯定是说通了他的肯定是说通了他的。”。”记记
者注意到者注意到，，涉事的四川涉事的四川
省第二中医医院联盟万省第二中医医院联盟万
年医院年医院两年前就曾因手两年前就曾因手
术过程中临时增加项目术过程中临时增加项目
而受到患者的投诉而受到患者的投诉。。

目前目前，，成华区卫计成华区卫计
局已对该医院立案调局已对该医院立案调
查查，，同时该局也函接成同时该局也函接成
华区发改局华区发改局，，对当事患对当事患
者有异议的费用问题进者有异议的费用问题进
行联合调查行联合调查。“。“如果调查如果调查
结果属实结果属实，，将依照相关将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严肃处理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成华区卫计局相关人士
表示，26日上午，看到成都商
报关于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联盟万年医院的报道后，卫计
局分管领导、各相关科室负责
人以及和区卫生执法监督大
队已前往医院进行调查。“对
该事件中涉及的医疗行为，执
法人员已经立案调查。”该人
士表示，调查结果最快将于27
日下午向公布。截至26日下午
5时许，记者注意到，调查人员
仍在医院的药房、手术室等地
方就医生资质等各方面问题
进行调查。

对于医院在此事件中是
否涉及价格欺诈等问题，成
华区卫计局已经向成华区发
改局致函，着手进行联合调
查。“如果调查结果属实，将
依据相关法规严肃处理。”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杜玉全 摄影报道

部门行动

成华区卫计局
已立案调查

1200余件烟花爆竹 就存在民房附近
成华警方查获一处非法烟花爆竹存放点

昨日医院称已经解聘涉事医生，然而，半小时后，记者却在这间办公室见到了涉事的王医生……

成华警方在石岭村6组查获一处非法烟花爆竹存放点，缴获烟花爆竹1200余件现场查获的烟花爆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