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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记者
胡喆）记者28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由该集团一院抓总研
制的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在发射中进
行的“栅格舵分离体落区安全控制技
术”试验取得成功。标志着中国航天
在落点可控、精准回收领域取得重要
进展，是向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迈出
的坚实一步。

近年来，随着我国航天事业不断
发展，发射密度越来越高，2018年发
射次数已位居世界第一，火箭残骸落
区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尽管在
设计火箭的飞行轨迹时，已尽全力避
开人口密集区，但火箭残骸在完成任
务后属于无控坠落，落点散布范围较
大，有时可能涉及有人居住的区域。

专家介绍，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当前的做法是在每次发射任
务之前，将落区内百姓疏散到安全地
带，不仅给当地百姓带来不便，也增加
了火箭发射的经济成本和工作难度。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一部主任
助理何巍表示，为了落实安全、绿色发
展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减少火箭
发射给落区百姓带来的不便，航天科
技集团一直致力于分离体落区安全控

制技术研究，此次长二丙火箭一子级
的落点控制就采用了栅格舵控制，试
验的成功对于解决我国内陆发射场落
区安全问题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
国运载火箭后续助推器及子级的可控
回收、软着陆、重复使用等技术奠定坚
实基础。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
崔照云告诉记者：“之前应用于我国长

征二号F载人运载火箭上的栅格翼展
开后是固定不动的，近几年国外火箭
上才开始通过可摆动的栅格舵来控制
箭体的方向和姿态，就好像让火箭分
离后的残骸‘长了翅膀’。此次试验采
用栅格舵控制残骸落点，是我国首次
尝试。虽然大中型的长二丙火箭的落
点控制，相比小型火箭难度要大很多，
但技术创新使长二丙焕发了新活力。”

我国成功完成首次火箭落区安全控制技术验证
向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迈出坚实一步

7月28日，中建五局安徽公司的建筑工人在合肥市的中安创谷项目工地上吃西瓜消暑。 新华社发

大渡河，源于青海，流经四川，注入岷江。河
道两岸地势险峻，自古有“天险”之称。7月进入
雨季后，记者驻足安顺场红军渡，只见急湍似箭，
猛浪若奔，其中凶险，正如84年前中央红军长征
途中强渡大渡河时一般。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沿会
理至西昌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地
区。时任第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一营
营长孙继先接到任务，从安顺场渡河。与此同
时，蒋介石叫嚣“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企图
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
河以南地区。

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2万太平军
于此地全军覆没；1935年，中国共产党率领的中
国工农红军又站在了同样的地方。决不能让历史
重演！

军情紧急，如何快速确定“渡河突击队”名单
成为当务之急。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萧
华作战前动员后，红军战士纷纷主动请战。当时，
以是否为党员、干部和战术骨干的标准，挑选了
16人作为“渡河突击队”。

1935年5月25日清晨，强渡开始，这是一场
事关红军命运的强渡！事实证明，谁拥有坚定的
理想和信念，谁就拥有了勇气和决心，就能战胜艰
难险阻，立于不败之地。

孙继先率领17名战士冒着守军密集的枪林
弹雨，在当地船工的帮助和南岸红军强大的火力
掩护下，向北岸艰难挺进。

湍急的河水让渡河变得十分困难。渡船在
波浪中颠簸前进，周围满是敌军子弹激起的浪
花。快接近对岸时，守军展开反击，企图将渡河
战士消灭在河滩上。生死关头，在南岸负责掩护
的神炮手赵章成及时开炮命中敌方核心阵地，红
军顺利击溃对岸守军，控制了渡口，确保了先遣
队安全渡河。

先遣队顺利渡河后，又在下游安靖坝找到2
艘破损的木船。经修缮后，当地77名船工“人歇
船不歇”连续摆渡7天7夜，将刘伯承和聂荣臻率
领的7000余人顺利渡过天险大渡河。

“这7000余人的队伍为阻击北岸增援泸定桥
的守军和中央红军主力沿大渡河南岸北上夺取泸
定桥赢得宝贵的战略时间。”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
渡河纪念馆副馆长宋福刚说。

“我一生参战无数，强渡大渡河是其中最关键
的一战！”按照孙继先生前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
在当年的安顺场被撒入大渡河。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如今，大渡河依旧波涛
汹涌，奔流不息，而岸旁早已换了人间——红军渡
已经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每年向数以万计的游客诉说着当年那场向
死而生的强渡。 （据新华社成都7月28日电）

“向死而生”
——84年前，这里进行了一次
事关红军命运的强渡

这是四川石棉安顺场景区内的红军渡纪念碑
与仿制木船（7月26日摄）。 新华社发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

广告

为服务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引导
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申报义务，自觉提高纳税遵从度，国家税务
总局陵水黎族自治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
试验区税务局）决定于2019年8月1日起在全县范围内逐步推广

“无税不申报”办法，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当期无应税收入且未做票种核定的小规模单位纳税人，

免于增值税和消费税及其附加税费、土地增值税、资源税、环境保护
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烟叶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文化事
业建设费等15个税（费）种的零申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除
外）。零申报是指收入总额或计税依据为零。小规模单位纳税人包
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
业暂不适用“无税不申报”办法。

二、对2019年8月1日起所有新登记且未申请票种核定的小
规模单位纳税人，税务机关将纳税期限设定为按次（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除外），2019年8月1日前已登记但未做票种核定的

小规模单位纳税人，对无纳税义务发生的税（费）种可要求税务机
关将纳税期限更改为按“次”（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除外），纳
税期限更改后，可按照无税不申报办法免于办理相关税（费）种的
零申报。

“无税不申报”纳税人在申请票种核定或发生纳税义务应进
行申报时，由大厅受理人员将纳税期限由按次修改为按季或按
月，纳税人应按照修改后的纳税期限进行申报纳税，且不再适用

“无税不申报”办法。
三、税务机关将通过纳税申报数据分析、数据定期比和其他

第三方数据利用等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纳税人不报、错报、漏报
税行为。对税收违法行为，将严格按照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进行
处理。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陵水黎族自治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南

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税务局）
2019年7月29日

国家税务总局陵水黎族自治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南国际
旅游岛先行试验区税务局）关于推行无税不申报办法的公告

一、为什么推行“无税不申报”？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全力支持和为服务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在新的税收征管环境下，创新税收征管模
式，明确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减轻纳税人负担，还责还权于纳税
人而推行“无税不申报”。

二、推行“无税不申报”的范围是哪些纳税人？
登记注册类型为无票种核定的小规模单位纳税人。
三、推行“无税不申报”的时间？
2019年8月1日起，对2019年8月1日后新登记的小规模单位

纳税人推行，对2019年8月1日前已经登记的无票种核定的小规模
单位纳税人从税款所属期2019年10月1日（第四季度）起推行。

四、“无税不申报”具体指什么？
“无税不申报”主要强调纳税人申报税款的自主性，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促进纳税人自主评定、正确履行申报纳税义务。
税(费)种按次申报，是指对所有新登记的小规模单位纳税人，

将纳税期限设定为按次(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除外)，存量无
票种核定的小规模单位纳税人自主选择对无纳税义务发生的税
(费)种将纳税期限修改为按次(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除外)。

“无税不申报”，是指免于增值税和消费税及其附加税费、土地
增值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烟叶税、印花
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文化事业建设费等15个税（费）种的零申报。

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及定期定额征收的增值税、消费

税及附加仍需按照现有的做法按时申报缴纳税款。
五、“无税不申报”是针对所有税种都可以取消零申报吗？
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及其附加税费，土地增值税、资源税、环

境保护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烟叶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契
税、文化事业建设费等15个税（费）种。

六、零申报是指应纳税额为零吗？
不是，零申报是指收入总额或计税依据为零，即纳税人在一

定所属期内没有任何营业收入，并不是单纯指“应纳税额为零”。
例如：一户纳税人在一个月内的增值税应税收入1万元，虽然没
有达到10万元起征点，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应纳税额为0，但是仍
需进行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的纳税申报。

七、推行“无税不申报”以后，是不是不再开展催报工作？
不是，税务机关对推行“无税不申报”的相关税费不进行日常

催报，但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不推行“无税不申报”的个人所得税和
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以及纳税评估、稽查、专项检查中发现的应申
报未申报行为仍进行催报。

八、后续监管
通过纳税申报数据分析、数据定期比和其他第三方数据利用

等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纳税人不报、错报、漏报税行为，加强税
收违法惩罚力度，打击税收违法行为。对税收违法行为，将严格
按照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无税不申报”政策解读

关于公开遴选中和加油站项目招标

代理机构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儋州石化城投销售责任有限公司招标管理

工作，现拟向社会公开遴选儋州中和加油站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负责
服务期限内相关项目的招标代理工作，欢迎各公司前来报名。一、报
名材料：1、公司简介。2、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和组织
机构代码证或者具有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3、2017年1月份以来承
接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海南）进行招标的业绩。4、法人参与遴
选授权书原件、法人及被授权代表身份证。5、投标人应在海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房屋建筑工程全过程监管信息平台完成《海南省
建筑企业诚信档案手册》登记。二、报名方式、时间和地点：1、报名方
式：本次公开遴选只接受现场报名，不接受电话、邮件等其他形式的报
名。2、报名时间：2019年7月29日至8月2日（工作日），上午9:00-
12:00，下午15:00-17:30。3、报名地点：儋州市怡心花园小区B15
栋。4、咨询电话：18689603838。5、联系人：程范东。三、其他说明：
1、报名材料均需加盖公章后报送。2、未按公告要求的方式、时间报名
的，不予受理。报名公司漏报材料的，报名期限内允许补报，逾期则不
予受理。3、报名公司自行承担因报名产生的一切费用。4、遴选方将
根据报名代理机构综合实力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择优选择招标代理机
构。5、遴选方将在网站公示代理机构遴选结果。

儋州石化城投销售责任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玉海豪庭项目建筑方案及
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玉海豪庭项目位于海口市文明东路岭下村，属《海口市南渡江西岸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404地块范围，规划用地面积21579.24平方
米，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本次申报项目拟建5栋地上1-25
层，地下1层的商住楼，送审方案指标符合控规。建筑退东侧用地红线
为12米，仅满足最小尺寸要求。设计方案增设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经图审机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审查合格书》（泓审2019字020
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535.44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
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
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7月29日至8月9
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
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
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
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
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2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合升金谷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合升金谷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长流起步区，属《海口市
长流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项目于2014年12月通过规划许
可，批建内容为2栋地上4-32层，地下2层商业、办公楼，批建面积地
上101573.15m2、地下32276.54m2。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办公户型、
建筑层高及地下室车位布局。经审查，变更方案建筑面积及计容面
积保持不变，符合规划条件。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
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7月29日至8
月9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
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7月29日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商铺招商公告

海南分界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海南分界洲岛旅

游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开发和营运管理主体，现将

位于分界洲岛上商业街繁华地段的16号商铺（78.88㎡）

对外招商。有意者可登陆本公司官网（http://www.

hnfjz.com/）查看详情，或拨打下列电话咨询。

联系人：谢建堂 联系电话：0898-31817771

海南分界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9日

28日上午10时许，在马路上清
扫垃圾的合肥市环卫工人丁传英
决定找个地方纳凉休息，很快就在
附近找到了一个“清凉驿站”——
环卫工人服务站。来到服务站内，
她看到几个熟悉的工友也正在其
中纳凉聊天。

记者看到，在环卫工人服务站门
口，标识着“免费饮水、爱心药箱、加
热饭菜、爱心座椅、应急充电”等，房
间内配备了空调、沙发、微波炉、医

药箱、工具箱等物品。
在合肥市庐阳区，有近百家类

似大小不等的“清凉驿站”。据合
肥市庐阳区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主
任陈恩燕介绍，城管部门将有条件
的公厕管理用房改造成环卫工人
服务站，为环卫工人提供饮水、吃
饭、休息、应急用药等服务，目前已
经开放了 4 处固定环卫工人服务
站。同时，城管部门向辖区沿街商
家征集“环卫工人清凉驿站”，目前

沿街 90 余处商店加入，包括有银
行、餐饮店、商场、书店、加油站等，
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饮水、休息等
服务。

合肥市城管局副局长钱新告诉
记者，合肥市各个区都开设了“清凉
驿站”。同时，结合城区实际，合肥
市还合理调整环卫工作业时间，增
加机械作业频次，让环卫工避开高
温作业时段，降低高温作业风险。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清凉驿站”为环卫工人带来些许凉意

全国多地进入“烧烤”模式 各方积极应对战高温
7月以来，全国多地进入高温天气。“头顶上烈日耀眼刺目，脚下道路热气逼人。”这已经成为全国多个地区的自然“景观”。高温

闷热天气不仅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和不适，更严重影响着企业的生产建设。为此，各地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对，以
保证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平安、平稳进行。

“不止温度高，湿度还特别大，真
的像是在蒸桑拿。”北京的赵女士告诉
记者。北京市气象台27日继续发布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27日至28日，北
京市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在35℃
以上。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
公室印发《关于做好应对高温天气有
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气象、卫生健康、
城市管理、森防、消防等各相关单位部
门高度重视，按照《北京市高温天气预
警分级和应急响应措施（试行）》，落实
高温天气应对措施，确保城市运行安
全平稳。

北京市属企业联动应对高温天
气：公交集团完成21000余部空调车
空调设备检修清洗，并为部分车队配
备血压计等仪器；环卫集团增加洗地
和冲刷作业频次，每日出动洗地车
130余车次、水车380余车次，有效降
低环境温度；自来水集团利用管网建
模离线分析，加强需水量预测，与所辖
应急水源做好随时增量运行准备，保
障供水管网压力，并制定抢修应急预

案，确保抢修人员、车辆、设备随时备
战；食品安全方面，首农食品集团加强
监测、保证粮仓通风，采取科技手段避
免生虫、发热、霉变等，确保储粮和生
产用粮安全度夏。

连日来，陕西多地的气温持续在
35℃至37℃以上，28日当天，西安最
高气温达到40℃。为确保夏季高温
大负荷用电期间西安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国网西安供电公司严格落实市政
府批复的有序用电预案，在优先保证
居民生活正常用电的前提下，于7月
26日16：00至17：30期间执行局部
地区有序用电，限制工商业负荷。

7 月 27 日一早，湖南省益阳市
220千伏刘家湾变电站内一片火热
景象，该公司于26日晚接到湖南桃
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负责人求助电
话，称因站内一电压互感器故障，影
响公司一条生产线的正常运行。为
确保南方水泥尽快恢复供电，该公司
多部门联合，连夜制定抢修方案，准备
相关抢修物资。

多部门联动应对高温天气

据了解，7月以来，河南全省平均
降雨量较多年同期均值偏少七成多，
出现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酷热天气，
河道来水不断减少，水利工程蓄水不
足，土壤失墒严重，旱情持续发展，对
农业生产和部分山丘区群众生活用水
造成较大影响。

在中原大地上，玉米已经长到一
人多高。高温天气已持续多日，河南
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宋集镇宋集村的村
民宋金召不得不天一亮就钻到地里浇
水抗旱。

“早上5点多我就起来浇地了，6
亩地浇完一轮得两天，再不浇收成就
太差了。”宋金召说。

“玉米正在出天缨子，如果不及时

浇水，就会影响产量。”宋集村党支部
书记刘香莲说，“村里有4700亩地，大
概50亩地有一口水井，大家正在积极
抗旱，村里组织村干部成立了应急服
务队，正帮助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浇水。”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受副
热带高压影响，河南省大部地区仍
将多高温闷热天气，豫北、豫东、豫
南等地旱情还将进一步发展。据河
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介绍，
目前，河南省已启动Ⅳ级抗旱应急
响应，组织各地积极开展抗旱救灾，
全省秋作物抗旱浇灌面积达到2969
万亩，最大限度减少秋粮损失，确保
群众饮水安全。

浇水抗旱 高温不误粮食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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