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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住上安全房子
安居区住建局大力抓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
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为完善增值税制度，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现将统一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500 万元

及以下。

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

条规定已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单位和个人，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可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其未抵扣的进项税额作转出处理。

三、本通知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8年 4月 4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通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财税（2018）033号 2018-4-4 有效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为完善增值税制度，现将调整增

值税税率有关政策通知如下：

一、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

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7%和

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6%、

10%。

二、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

11%扣除率的，扣除率调整为 10%。

三、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

或 委 托 加 工 16% 税 率 货 物 的 农 产

品，按照 12%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

额。

四、原适用 17%税率且出口退税

率为 17%的出口货物，出口退税率调

整至 16%。原适用 11%税率且出口

退税率为 11%的出口货物、跨境应税

行为，出口退税率调整至 10%。

五、外贸企业 2018 年 7 月 31 日

前出口的第四条所涉货物、销售的第

四条所涉跨境应税行为，购进时已按

调整前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

前的出口退税率；购进时已按调整后

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后的出

口退税率。生产企业 2018 年 7 月 31
日前出口的第四条所涉货物、销售的

第四条所涉跨境应税行为，执行调整

前的出口退税率。

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的执行时

间及出口货物的时间，以出口货物报

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调整跨

境应税行为退税率的执行时间及销

售跨境应税行为的时间，以出口发票

的开具日期为准。

六、本通知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

执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规定

的增值税税率、扣除率、出口退税率

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七、各地要高度重视增值税税率

调整工作，做好实施前的各项准备以

及实施过程中的监测分析、宣传解释

等工作，确保增值税税率调整工作平

稳、有序推进。如遇问题，请及时上

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8年 4月 4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财税（2018）032号 2018-4-4 有效

5 月 8 日，安居区西眉镇芋头村，一栋

新建的砖瓦房特别显眼，正面还贴上了漂

亮的瓷砖。村支部书记艾彬说，这是今年

刚脱贫的夏治明的家，原来他家的小青瓦

房时常漏雨，在贫困户农村危房改造时，

把他家列入了改造对象，通过国家补贴和

自筹资金，修起了这座漂亮的新瓦房，一

家三口在今年春节搬入新居过了个欢喜

年。

西眉镇长垭村 54 岁的低保户唐仁兴，

妻子双眼失明，父母过世前都身患疾病，

一家五口挤在陈旧的小青瓦房里，过着刮

风漏风、下雨漏雨的日子。今年 3 月被纳

入农村危房改造，修了 5 间新瓦房。唐仁

兴笑眯眯地说，“现在我的新房子厕所厨

房都是独立的，院坝又宽，条件好多了！”

磨溪镇八角村的全祖华也赶上了好政

策，在原处重建了新房子，今年搬入新居

过了新年，他逢人便说，现在这房子好，安

全、抗震不漏雨，干净舒适住起舒服。

西眉镇和赤村的向中前自己投入了 10
根新檩子、江龙村的陈文光只花了 7500
元，就对他们原有的住房进行了加固整

修，改造后和新房一样使用……

在农村危房改造之初，安居区住建局

精准锁定农村危房改造对象，按乡镇分解

进行“地毯式”排查，入户拍照、登记造册，

重点登记贫困户是否居住在危房中、危房

等级、是否有意愿改造房屋等信息，并做

好家庭信息、住房信息、房屋建设管理信

息、房屋设施信息和照片采集记录工作，

哪一村贫、哪一户穷、哪一房危等“第一手

资料”得到全面掌握。对象精准锁定之

后，区住建局要求施工工匠必须“阳光作

业”，细小到房屋结构、屋顶斜面，每一个

细节都充分考虑，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告知

被改造户。

区住建局副局长唐勋介绍说，“我们对

新建的农村危房改造，严格把好‘材料、质

量、安全’关，切实帮助经济最困难、住房

最危险的贫困农户改建安全、经济、适用

且节能节地的农房，满足他们的居住需

求，在危房改造过程中严格按照要求，突

出重点，厉行节约，不贪大求全，不搞形象

工程。”

2018 年安居区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民

生工程）903 户，截至目前，已开工 751 户，

开工率 72.1%;竣工 620 户，竣工率 68.6%。

620 户符合条件的农户住上安全住房。

（全媒体记者 黄焱）

“以前做事总是凭经验，认为自己就是

专家。听了系统的培训课程后，才晓得农

村建房更需要遵守标准和规范。”5 月 8
日，安居区西眉镇老泥匠唐克军深有感触

地说道。

过去，农村的泥瓦匠、钢筋工都是拜师

学艺，技术全由师傅手把手传承，并未通

过相关考试和资格认证，导致农村建房存

在规划不科学、管理不规范、质量不达标、

安全无保障等问题。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步伐加快，群众建房需求增大，加上易地

扶贫搬迁、农村危房改造等惠民政策的实

施，农村建房质量和安全备受关注。为给

农村输入更多的懂得法规制度、熟悉建房

要求、掌握安全技能的建筑工匠，近日，安

居区住建局组织开展了 2018 年农村建筑

工匠培训会，对安居区从事农村建筑业的

161 名工匠进行集中培训。

为期 10 天的培训从农房建造基本知

识、建筑识图、农房建造质量与安全等技

术要点进行了详细讲解，并对当前存在的

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阐述。授课

老师讲解细致，深入浅出，在场的每名工

匠都听得很投入，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下

重点知识。

安居镇泥瓦匠王运贵从事农村建筑工

作已经近 20 年，这次通过放下砖头安心学

习，他感触颇深：“确实需要加强学习，才能

做一名手艺精、知法规、懂安全的建筑工

匠。”参加培训的建筑工匠纷纷表示，要全

面掌握农村建房及危房改造相关政策，提

高建筑施工技能水平，确保施工安全。

安居区住建局局长杨林介绍说，该局

将加强农村建筑从业人员管理，确保乡村

建设工程安全。这次培训统一开展了结业

考试，经考核合格后，颁发《安居区农村建

筑工匠培训合格证书》，以进一步把好农

村建房质量和安全基础关。

（全媒体记者 黄焱）

近日，安居区城管执法分局组织凤凰

街道办事处解元社区，对该社区内外绿化

隔离带里种植的菜地进行集中清理。

区城管执法分局执法人员在巡查中 ，

发 现 有 人 利 用 公 用 绿 化 隔 离 带 种 植 农

作物，通过深入了解得知大多数是有居

民没事做，就利用公用绿化隔离带种种

菜来打发时间。

为了杜绝这一现象继续蔓延，区城管

执法分局整合解元社区干部和居民志愿者

等多方资源，出动 36 人对于小区种菜问题

进行治理，共清理绿化面积 800 平方米，原

来杂乱无章的小菜地一会儿就变得干干净

净 ,并对该绿化隔离带进行土壤换填，完成

花草种子混合播种。

路过的居民都竖起大拇指称赞，这次

执法真是好，终于把我们的绿化还了回

来，城市本应干干净净，不该以个人的喜

好强加于他人或者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全媒体记者 黄焱）

安居区总工会

开展“爱安居·爱家乡”主题征文活动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安居区总工会获悉，在 4 月

25-6 月 30 日，区总工会将在全区职工中开展“爱安居·
爱家乡”主题征文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抒发全区职工爱家乡、爱岗位的情怀，进一步激发全区

干部职工和广大群众热爱安居、建设安居的热潮。此次

主题征文活动范围为全区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

街道、医院、学校。

据了解，此次征文要求参赛作品必须是参赛者原

创，征文体裁不限，题目自行拟定；紧扣主题，内容主要

反映安居“城市变迁”“农村变化”“经济发展”“文化繁

荣”“幸福生活”“社会和谐”等，字数在 1600 字左右；征

文要见微知著，生动感人，切忌面面俱到，空洞无物，要

讲述真实的“安居故事”；投稿时须注明投稿人单位名

称、真实姓名、联系地址、电话及电子邮箱等；投稿作品

所涉及的著作权、版权、名誉权等相关法律事宜，由投稿

人自行解决。

据悉，本次主题征文活动中所有参赛作品的版权归

作者所有，主办方拥有对参赛作品在公益活动或自身宣

传中的使用权，不再另付稿酬。投稿联系人及联系方

式：赵萍，15282552972。全区各基层工会于 6 月 10 日前

将征文电子版以 word 文档形式发至 570854475@qq.com。

稿件请注明“爱安居·爱家乡”主题征文字样，并写清楚

作者单位、姓名、联系电话。

在 6 月 10 日投稿结束后，所有作品会在灵动安居网

进行网络投票，投票结果将作为评选结果的参考依据，

由组委会邀请有关专家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原

则，根据文章质量，评选出征文一等奖 1 名，奖励 2000
元；二等奖 2 名，奖励 1200 元；三等奖 3 名，奖励 800 元；

优秀奖 20 名；入围作品若干，给予奖品，统一颁发荣誉

证书。评选结果将通过安居专刊、安居电视台、灵动安

居网（微信）等新闻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 （余坤洋）

防震避灾小常识

一、遇见地震如何逃生

1.地震具有突发性，使人措手不及，地震开始时，如

果正在屋内，切勿试图冲出房屋。权宜之计是躲在坚固

的床或桌下，倘若没有坚实的家具，应站在门口，远离窗

户，因为窗玻璃可能震碎。

2.如在室外，不要靠近楼房、树木、电线杆或其他任

何可能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应尽可能远跑到空地上去。

为免地震时失去平衡，应躺在地上。倘若附近没有空

地，应该暂时在门口躲避。

3.切勿躲在地窑、隧道或地下通道内，因为地震产生

的碎石瓦砾会填满或堵塞出口。

4.地震时，木结构的房子容易倾斜而致使房门打不

开，所以，不管出不出门，首先应该打开房门。

5.发生大地震时，搁板上的东西及书架上的书等可

能往下掉，这时，保护头部是极其重要的。在紧急情况

下可利用身边的棉坐垫、毛毯、枕头等物盖住头部，以免

被砸伤。

6.逃跑途中身体容易被四处飞溅的火星、玻璃及金

属碎片伤害。因此，外出避难时要穿上尽可能厚的棉衣

和棉制的鞋袜，并且要避免穿上易着火的化纤制品。

7.地震时，不要在道路上奔跑，这时所到之处都是倒

塌的招牌、门窗等物品。因此，此时到危险场合最好能

戴上一顶帽子保护头部安全。

8.在公共场所遇到地震时更需要保持镇静，定下心

来寻找出口，不要乱跑乱窜。

二、强震过后如何自救

1.地震发生后，应积极参与救助工作，可将耳朵靠

墙，听听是否有幸存者声音。

2.使伤者先暴露头部，保持呼吸畅通，如有窒息，立

即进行人工呼吸。

3.一旦被埋压，要设法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倒塌

物，注意用湿手巾、衣服等捂住口鼻和头部，并设法用砖

石、木棍等支撑残垣断壁，加固环境。

4．被埋压后，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寻找通道，设

法爬出去，无法爬出去时，不要大声呼喊，当听到外面有

人时再呼叫，或敲击出声，向外界传信息求救。

4.地震是一瞬间发生的，任何人应先保存自己，再展

开救助。先救易，后救难；先救近，后救远。

安居区161名农村建筑匠人集体“进修”

5 月 8 日，安居区城管执法分局党支

部组织党员干部 13 名到扶贫联系点拦江

镇大益湾村，先后走访了 10 户贫困户，详

细了解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和收入情况，

重点帮助 6 组缺劳户罗会连收割小麦 1.6

亩，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该局实施精准扶

贫，开展党员助耕活动，让广大贫困户真

正体会到党的温暖和党员的关怀，让外出

打工者放心、安心。

唐林 全媒体记者 黄焱

安居区城管执法分局开展绿化隔离带种菜清理整治行动

整治毁绿种菜 还居民一方绿地

安居区城管执法分局
扎实开展助耕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