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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本月是第30个全
国税收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税
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开新
局”。昨天，市税务局召开线上新
闻发布会，正式启动今年税收宣
传月活动。

今年税收宣传月，我市共安
排了8项活动，除举行线上启动
仪式，介绍税收宣传月活动主题、
主要活动安排外，还包括“深化改
革 优化执法 改进服务”系列宣

传、“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系列宣传、以政
府在线访谈方式宣传落实《政府工
作报告》及“十四五”规划涉税任
务、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讲述
决胜全面小康的‘税月’故事”活
动、从30年税收宣传月看税收改
革历程和国家发展变化系列宣传
活动、系列税收普法教育宣传活
动、持续打造“一局一品”宣传特色
品牌等活动。

市税务局局长佘元原表示，全
市税务系统将以税收宣传月为契
机，着力解决纳税人缴费人的堵点、
难点、痛点问题，深入推进精确执
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
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社会满意度。税
务机关也真诚希望广大纳税人缴费
人以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税收宣
传中来，共同营造学税法、懂税法、
用税法、守税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记者张亮

“首违不罚”，
税收执法有力度更显温度

今年年初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新增了“首
次违法可不处罚”的制度，受到社
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首违不罚”体现的是宽严相
济、罚教结合、包容审慎的现代监
管理念，具体适用哪些行为呢？
对于纳税人关心的这一问题，佘
元原介绍，近期，中办国办印发了
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
见，将“首违不罚”作为一项重要
举措。“首违不罚”主要针对日常
管理中发生频率高、危害不大、容
易纠正的税务轻微违法行为。

“‘首违不罚’是税务工作‘融
入一体化、服务一体化、推进一体
化’的重要举措，通过形成统一的
执法尺度，有利于营造更加稳定、
公平、透明的税收营商环境。”佘
元原表示，国家税务总局首批《税
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
单》已经自4月1日起施行。全
市税务系统将严格按照上级统一
部署和要求抓好落实，让税收执
法既有力度也更显温度。

“四两拨千斤”，
提高研发加计扣除比例

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比例，近期广受关注。这

一制度性安排，目的是激励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对于促进企业自主研
发、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一个重
大利好。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简单地
说，就是在企业实际发生研发支出
的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多扣除
一部分，所以研发投入越多，扣除的
就越多，企业缴的税就相应越少。
对企业来说，就是降低了企业纳税
成本。”佘元原介绍，这项政策是今
年结构性减税以来力度最大的一
项，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所
有企业按75%加计扣除再延长三
年，也就是延长到2023年12月31
日；二是将制造业企业研发加计扣
除比例由75%提高到100%，相当
于企业每投入100万元研发支出，
在税前就可以扣200万元；三是享
受优惠的时点，由次年所得税汇算
清缴提前至当年10月预缴时就可
以享受。“通过税收优惠、市场化的
办法，公平普惠地撬动企业和全社
会增加研发投入，起到‘四两拨千
斤’的作用。”

佘元原表示，为确保这项政
策直接惠及市场主体，我市税务
机关将依托税收大数据，主动甄
别如高新技术企业、软件集成电
路企业、技术先进型企业等符合
享受优惠政策条件的对象，自动
精准推送，实时跟踪监测，做到应
知尽知，同时加快审核速度，提高

服务效率，确保企业快办快享，有
效节约现金流，增强企业便利感
和获得感。

“我为纳税人办实事”，
发布十方面特色举措

围绕今年税收宣传月主题，国
家税务总局在今年“春风行动”中推
出了10大类140条便民利民惠民
的服务措施，我市税务机关对其中
的111条内容在承接上级要求的基
础上进行了细化，优化了29条具有
南通税务特色的举措，涉及10个方
面，包括全面响应群众诉求、全面落
实优惠政策、全面提升办税体验、全
面解决涉税难题、全面推进合作联
办等。

“从纳税人最需要的地方、最关
注的优惠政策发力。”佘元原介绍，
南通税务将12366纳税服务热线以
分中心形式归并到所在地12345热
线，提供“7×24小时”智能咨询服
务，全面对接政务服务南通12345

“一企来”企业服务热线工作机制。
为确保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直达优
享，税务机关通过精准推送，实现

“人找政策”和“政策找人”的叠加双
向互动，同时不断扩大“非接触式”
服务范围，今年7月底前将基本实
现企业涉费事项网上办理，年内基
本实现企业税费事项网上办理、个
人税费事项掌上办理。

本报记者张亮

晚报讯 昨天，是第72个世界
卫生日。当天上午，一场以“健康南
通‘卫’爱而战”为主题的2021年

“世界卫生日”大型惠民义诊活动在
市区钟楼广场举行。此次活动由市
卫健委主办，来自市属8家公立医
院的50多位医护人员齐聚在此，为
市民提供各类健康咨询服务。

作为今年以来我市举行的最大
规模的义诊活动，此次前来参加义
诊的不少是院领导、科主任。在市
三院的义诊台前，副院长、骨科专家
孙郁雨耐心地为前来咨询的市民进
行健康宣教。“颈椎病的病发和加重
与颈部受凉有着直接关系。春天乍
暖还寒，建议市民外出时穿件外套，
注意保暖，‘温柔’呵护颈椎。”和他
一同前来参加义诊的，还有市三院
内分泌科主任魏迎凤、肾内科主任
郑露、心胸外科主任褚红军。孙郁
雨表示，多个科室的学科带头人亲
自参加义诊活动，就是希望向市民
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健康服务。

在市中医院的咨询台前，记者
注意到，每位专家还贴心地为前来
咨询的患者准备了丝绸面料做成的

“脉枕”，把手腕寸口部位垫高，更有
利于医生触及脉象，颇具中医特色。

当天，市一院、市中医院、市肿
瘤医院、市二院、市三院、市妇幼保
健院、市四院、市六院等8家医院的
专家，身着统一的志愿服务红马甲，
为过往市民提供热情周到的义诊服
务，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此次大型义诊也拉开了2021
年全市卫健系统“健康护航”志愿者
服务的序幕。市卫健委负责人表
示，今年将在全市卫健行业推广志
愿者服务，打造“健康护航”党建服
务品牌，围绕“千名名医、万名志愿
者、百万受益者”目标，通过“一名党
员志愿者带动十名群众志愿者，一
名志愿者服务十名江海百姓”，实现
志愿者服务队全行业覆盖，志愿服
务全人群覆盖。

记者冯启榕

近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印发《关于将重组新型冠
状病毒疫苗（CHO细胞）纳入紧
急 使 用 的 通 知》（国 卫 明 电
〔2021〕166号），中国科学院微生
物研究所联合安徽智飞龙科马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重组新型
冠状病毒疫苗（CHO细胞）已获
批纳入紧急使用。根据江苏省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统一安排，日前南通各地正
在陆续接种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CHO细胞）。

1.重组新冠病毒疫苗（CHO细

胞）是个什么疫苗？
智飞龙科马重组新冠病毒疫

苗（CHO细胞）系采用DNA重组
技术制备的只含有病毒的抗原蛋
白（RBD蛋白）的疫苗，接种后可
刺激机体产生抗新冠病毒的免疫
力，用于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所致的
疾病，该疫苗于2021年3月17日
被国家批准紧急使用。

2.这个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如
何？

根据现有的临床试验结果显
示，该疫苗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安全性良好，绝大部分的受

试者均没有不良反应，极少数受试
者不良反应为轻度或中轻度，主要
为接种部位的疼痛、红晕或者硬结
等，上述不良反应基本在1至3天
内能够自愈。

该疫苗接种2剂次后，76%可
以产生中和抗体；接种3剂次后，
97%可以产生中和抗体，抗体水平
较高，能够达到康复患者的血清抗
体量2倍。

3.重组蛋白疫苗有什么优势？
一是不含活病毒，无需担心病

毒外泄，对生产车间的生物安全等
级要求低；二是利用转基因技术生

产病毒S蛋白上的RBD蛋白，能
实现高产量、高纯度、低成本；三是
重组蛋白疫苗只含RBD蛋白，纯
度高，安全性更好。

4.这个疫苗的接种对象？
和正在使用的新冠病毒灭活

疫苗一样，目前阶段主要用于18
岁以上新型冠状病毒易感者。

5.重组新冠病毒疫苗（CHO细
胞）接种几针，间隔多久？

根据国家《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技术指南（第一版）》的规定，接种
3剂；相邻2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建
议≥4周，第2剂尽量在接种第1剂

次后8周内完成，第3剂尽量在接
种第1剂次后6个月内完成。目
前，我省为便于基层操作和接种工
作统筹安排，推荐第1、2剂间隔
49天（和灭活疫苗的两剂次间隔
相同），第2、3剂间隔84天。

6.接种途径和接种部位？
上臂三角肌肌内注射（和新冠

病毒灭活疫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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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苗系列科普知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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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片 《西游记之再世妖王》
张子枫、肖央主演 《我的姐姐》
papi酱、张超主演 《明天会好的》
陈建斌 、周迅主演 《第十一回》
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主演《哥斯拉大战金刚》
4月29日19:30 —— 国家京剧院《名剧名段名家》戏曲晚会
5月5日10:30 15:00 ——儿童剧《米小圈之李白白不白》
5月14日19:30 ——李虎喜剧脱口秀《缘来如此》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更俗剧院

税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开新局

我市启动第30个税收宣传月活动

惠企利民，南通税务送春风

“首违不罚”、提高企业研发加计扣除比例、
出台十方面特色服务举措——

在第30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到来之际，昨天上午，市税务局
局长佘元原走进南通税务线上直播间，通过线上新闻发布会的
形式，向广大纳税人介绍了近期国家出台的多项税收利好政
策，重点解读了纳税人关注的热点政策，并发布南通税务“我为
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举措。

我市举行“世界卫生日”大型义诊
8家公立医院50多位专家同台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