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017年上半年袁公司增值税日常核算申
报及管理工作逐步进入正轨袁 增值税工作重心转向
防风险尧 降税负遥 光电院作为新开工的重点自施项
目袁为了更实效的解决现场实际问题袁6月 7日袁财务
系统布置安排分公司及一般计征项目财务人员十余
人袁来到光电院项目进行营改增税收筹划交流袁项目
部班子成员及业务人员参加此次培训会遥

会上袁财务部王定对增值税政策进行详细解读袁
就专业分包尧临时设施尧有形动产租赁尧周转材料等
合同税务条款袁预缴税金尧纳税地点尧增值税专用发
票审核及采购比价问题进行了培训袁 并结合实际案
例对项目上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剖析袁 提出防范风

险的合理化建议遥
交流中袁 项目经理和总会计师就现场存在的结

算让利尧餐饮服务尧塔吊租赁等问题同大家一起进行
讨论袁并给出相应的解决办法遥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袁
此次培训涉及的一些问题在其他项目也可能存在袁
对于日后实际工作的开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遥

会后袁公司总会计师刘占明表示袁税收筹划的目
的就是降低税负袁增加利润袁项目部应充分利用公司
互联网招标采购的资源袁降低成本遥 杜绝野应取尧未
取冶和野不应取尧却取冶专用发票的现象发生遥 今后这
样的培训交流会持续开展形成固定模式袁 更扎实的
做好项目管理和税务服务工作遥 渊戴彦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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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7 年安全生产月暨
劳动竞赛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 6月 5日至 6月 9日袁集团委托华夏中才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袁对公司 2016年度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情
况进行现场测试工作遥 2017年 6月 5日上午由公司审计稽查
部组织召开的 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现场测试启动会在公
司二层会议室召开袁集团审计部张滢滢尧杨桂兰尧华夏中才的

三位内控评价老师以及公司内控评价专员尧各部室部长及相
关领导参加了此次会议遥 会上总经理戚涛首先代表公司对华
夏中才几位内控评价老师的到来表示欢迎袁并简要介绍了公
司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及取得的可喜成绩遥 随后袁 审计部部长
张凌以 PPT的形式把公司内控体系建设及评价的相关情况
作了汇报袁集团审计部张滢滢代表集团对此次内控现场测评
提出了具体要求和目的遥

据悉袁此次内控现场测评重点抽查 12个职能部室袁覆盖
公司内控体系流程的 80%遥 审计部门已提前组织受测部室召
开了会议袁 就本次测评须提供的各项资料进行了分析讲解遥
公司副总经理杨谦也对受测各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袁他强调
要及时准确提供各项资料袁加强与内控评价老师的沟通袁虚心
学习其他企业的优秀管理方法袁充分展示公司的工作亮点袁把
此次的评价测试当做是自我提升的过程袁 变压力为动力遥 目
前袁此次内控评价测试工作已顺利结束浴 渊张凌 杨发兰冤

华夏中才公司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情况进行现场测试

本报讯 6 月 7 日上午袁 公司在中
科院光电研究院项目部组织了 2017
年安全生产月启动暨劳动竞赛尧 青年
突击队授旗仪式活动袁 公司主要领导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尧 项目经理尧 安全
主管等 60余人参加了会议遥今年安全
生产月活动主题为 野全面落实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冶遥

启动仪式上袁公司安全管理部部长
耿书旺首先宣读了公司 2017年 野安全
生产月冶活动方案袁紧接着劳务队代表
上台发言尧项目经理代表宣读安全生产
月活动倡议书遥 公司副总经理高浩对
2017年野安全生产月冶启动致词袁号召公
司上下要以野安全生产月冶活动为契机袁
进一步统一思想袁加强领导袁提高认识袁
扎实工作袁协同推进袁切实开展好野安全
生产月冶各项活动袁以更加坚定的信心袁
更加积极的态度袁更加有力的安全管控
措施袁为公司安全尧稳定尧和谐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遥

随后工会主席尧纪委书记王家林宣
读 叶关于公司开展 2017年劳动竞赛的
通知曳袁 竞赛时间从 2017年 6月 1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袁旨在以本次劳动竞
赛为契机袁掀起施工生产高潮袁为全面
实现公司 2017年经营生产目标做出突
出贡献遥 今年公司共授予翟春升等 33

支青年突击队队旗袁仪式现场袁公司领
导分别为六支青年突击队代表现场授
旗袁并希望他们在施工生产中发挥青年
突击队的作用袁 为公司发展奉献青春袁
建功立业遥

随着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李金海
宣布 野安全生产月暨劳动竞赛启动冶的

一声号令袁为期一个月的野安全生产月
活动冶正式拉开了序幕遥

仪式结束后袁与会人员在中科院光
电研究院项目经理翟春升引导下参观
了中科院光电研究院施工现场袁在项目
会议室听取了项目策划报告遥

渊黄晓涛 张志伟 刘亦琳冤

公司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组 长院 戚 涛
副组长院 高 浩 王家林
成 员院 张永健 孙 茜

吴海艳 耿书旺
张风雷

公司财务系统赴光电院项目部培训交流

活动主题
野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冶

“安全生产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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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认真落实公司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
要求袁 强化安全保护意识袁 深入开展第十六个全国
野安全生产月冶活动遥 6月 13日袁上悦居项目部组织了
2017年安全生产教育活动袁 通过现场宣传安全生产
知识袁切实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入脑尧入心尧入
耳袁 从而提高项目管理人员及施工生产人员安全防
范意识袁建立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遥

本次教育活动由上悦居项目部及公司安全部
共同进行袁 活动首先由项目部安全管理人员针对
目前阶段工程现场易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消防器材
的使用方法进行讲解袁最后袁公司安全部部长耿书

旺对现场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了指导袁 并针对吊篮
作业安全提出宝贵意见遥 渊李佳航冤

本报讯 6月 8日下午袁中科院光电研究院项目
部迎来中国科学院督导组检查遥 督导组一行分别对
现场质量和文明施工情况尧生活区后勤管理情况及
施工资料等方面进行了检查遥 在总结会上袁督导组
对项目部的管理给予了高度评价遥 渊张志伟冤

在工作中袁这些发票问题袁您一定必不可免遥
一尧可能收到或开具的发票
手工发票渊有的地方已取消袁建议查询当地政策袁

如北京 2016年 7月起取消通用手工发票冤尧 定额发票尧
通用机打发票尧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尧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尧二手车销售发票尧增值税普通发票渊卷票冤尧增值
税普通发票尧解缴税款的完税凭证尧海关进口增值税专
用缴款书尧农产品收购发票尧增值税专用发票等遥

二尧免征增值税税项目也需开具发票
纳税人发生适用免征增值税规定的应税行为袁是

不得开具专用发票袁 但应按规定开具增值税的普通发
票袁 其中通过防伪税控系统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袁
野税率冶栏选择野0冶尧野不征税冶尧野***冶遥

可以看看贵单位是不是有图书的免税发票哦浴
三尧发票是盖有税务监制章的
发票是盖有税务监制章的袁不能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

专用章袁更不能同时加盖多个多种野章冶袁但不能说没有盖
税务监制章的凭证都不合规院如上海市开具的卷式机打发
票不需要加盖发票专用章尧汽车票尧火车票及飞机票等遥

四尧注意查询发票真伪
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渊https://

inv-veri.chinatax.gov.cn/冤院
当日开具发票最快可于次日进行查验曰 每份发票

每天最多可查验 5次曰 可查验最近 1年内增值税发票
管理新系统开具的发票遥

全国各省市国税网站上有发票查询栏目袁 不建议
在非官方网站上查询遥 注意发票查询次数袁如属于相关
岗位人员第一次查询袁查询结果显示次数较多渊2次及
2次以上冤袁有可能属于野套票冶不合规的发票遥

目前公司要求为了证明取得发票是查询过袁 须将
查询结果打印袁作为发票报销凭证之一遥

五尧拒绝开具发票袁怎么办钥
纳税人应在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时开具发票袁还

有三种不征税也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 渊详见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6年第 53号冤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曳袁野销售商品尧提
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袁 对外发
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袁收款方应向付款方开具发票曰特
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遥 所有单位和从
事生产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尧接受服务以及从
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时袁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遥
取得发票时袁不得要求变更品名和金额遥 冶

如在索取发票时遭到对方拒绝或推诿袁 可以拨打
12366纳税服务咨询热线进行投诉遥

六尧遇到销售方不愿意开专票袁怎么办钥
原则上院只要不属于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袁都

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袁如不属于不能开专票范围袁
且销售方不愿意开专票袁给对方单位看看下面判决书院

叶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渊2014冤皖民二终字
第 00202号曳摘要院四尧关于未开具增值税专票发票责任的
承担遥国家税务总局叶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曳第十条规
定院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袁应向购买方
开具专用发票冶袁因此袁销售方给付购货方增值税专用发票
为法定义务遥 依照诚实信用原则袁该法定义务应当作为合
同的附随义务由销售方履行遥噎噎本案芜湖兆信公司与三
亚和利公司的交易是含税交易袁芜湖兆信公司支付的货款
中包含应向国家税务部门缴纳的增值税袁对芜湖兆信公司
而言即是进项税袁芜湖兆信公司可凭三亚和利公司开具的

税票向税务部门抵扣进项税款袁 该 22636709.63元税票可
折抵应税款 3289094.56元袁三亚和利公司未开具增值税发
票袁导致芜湖兆信公司不能抵扣相应税款袁必然导致相应
的经济损失遥 对该损失袁三亚和利公司应予承担遥

七尧付款原始凭证不一定要发票
如财政监制章的行政事业单位统一收据曰 如境外出差

的野形式发票冶也是可以作为报销凭证的曰法院的判决及裁决
书也是可以作为入账凭证的等曰自制原始凭证的工资单等遥

再比如院 违约金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或
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时袁 由违约的一方对另一方当
事人支付的用于赔偿损失的金额遥 属于增值税应税范
围的违约金可凭发票尧 当事双方签订的合同协议在税
前扣除曰 不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的违约金可凭当事双
方签订的合同协议尧支付凭证(即银行划款凭证或生效
的法律文书)尧收款方开具的收款凭证在税前扣除遥

八尧个人抬头发票也可以税前扣除
个人抬头凭证属于可税前扣除凭证袁 前提是与企

业经营活动有关袁 符合真实性及合理性等税前扣除原
则袁常见但不限于以下院

渊1冤允许税前扣除的医药费票据遥
渊2冤机票和火车票尧出差过程的人身意外保险费遥
渊3冤符合职工教育费范围的职业技能鉴定尧职业资

格认证等经费支出遥
渊4冤员工入职前到医疗机构体检费票据遥
渊5冤企业为因公出差的员工报销袁个人抬头的财政

收据的签证费遥
渊6冤允许税前扣除的外籍个人的住房补贴袁员工凭

发票实报实销袁 但由于是员工个人与业主签订租赁合
同袁发票抬头为个人遥 渊戴彦冤

发票这 8个问题，您至少遇见过 1个！税务专栏

本报讯 6月 8日, 集团副总工程师李久林百忙之
中抽出时间袁在公司总工程师刘卫东尧质量总监施晓新
的陪同下袁到怀来上谷水郡项目部检查并指导工作遥

李久林首先听取了项目总工程师苏矿源对该项

目的介绍遥 怀来上谷水郡项目采用了目前行业内很
少采用的混凝土结构与木结构的结合 , 其特点是钢
筋混凝土主体结构施工至顶层结构梁顶标高后袁上
部屋面整体为轻型木结构屋架体系袁 这样的结构形

式在以往的房屋建设中很少见到袁 尤其在华北地区
的应用更是少有遥整个屋架体系尧结构形式复杂而新
颖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袁此工程屋面所用的主要材料
多数为进口材料袁 这在以往的建筑工程中更是很少
遇到遥 李久林在认真听取了项目总工苏矿源同志就
重要工序的现场制造工艺尧 流程以及安装的详细叙
述后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遥

随后一行人来到加工厂袁 查看了木结构屋架的加
工成型工艺及安装成型后的效果袁 并现场详细询问了
有关木屋架的防火做法等相关技术问题遥 检查工作结
束后袁 李久林对怀来上古水郡项目采用木结构的新颖
性和实用性给予了极大肯定袁 对公司的技术管理工作
予以高度认可袁 同时他希望公司技术人员在未来的工
程管理中袁能够多一些工艺创新和技术创新袁使得公司
的技术管理工作更加优秀遥 渊贺颖 陈君冤

管理

集团副总工程师李久林前往怀来项目检查指导工作

本报讯 2017汛期将至袁优山美地二期项目部
认真组织项目管理人员到施工现场进行逐一排
查袁要求密切关注公司尧政府部门防汛提示及天气
预报袁随时掌握情况袁如遇暴雨天气必须提前通过
电话尧QQ或微信平台及时传达到每位员工遥 加强
施工现场及现场边坡袁 高压线塔等重点区域的巡
视工作袁如遇重大危险灾害和不可控现象袁应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袁组织人员撤离袁并第一时间向上级
报告袁应急预案做到分工明确袁责任到人袁确保人
员和资金财产安全遥

为强化安全保障袁 目前袁 项目部已在施工区
域袁生活区尧办公区全部安装了监控设备袁可随时
掌握工地动向袁实现了整个工地无盲区曰购置了抽
水泵袁铁锹袁沙袋等防御物资袁提前做好了防洪防
汛物资储备曰成立了防汛抗灾应急领导小组袁由项
目经理担任组长袁落实了领导带班制度袁做到值班
人员 24小时随时在岗袁其他人员 24小时开机袁保
证汛期万无一失遥 渊吴海涛 张定强冤

优山美地二期项目部
做好防洪防汛工作的落实

上悦居项目部开展安全生产月教育活动

中国科学院督导组到中科院
光电研究院项目部检查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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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袁怀柔安置房项目顺
利通过北京市结构野长城杯冶第一次验
收袁 专家组对项目主体结构施工质量
及绿色安全文明施工情况表示认可并
且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遥

评审会上袁 怀柔安置房项目总工
程师彭瑞向评审专家组汇报了安置房
项目施工进度尧重点难点尧质量安全管
理等情况袁 验收专家组对现场结构实
体和施工作业面进行了细致检查袁并
详细查看了各类施工资料的编制情
况遥 专家对怀柔安置房项目装配式产
业化施工亮点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
定袁 对主体结构施工质量及绿色安全
文明施工情况给予高度评价遥最后袁专
家组希望项目团队在今后的工作中继
续加强管理袁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袁并
在后续的施工管理中不断完善尧 持续
改进提高遥

会后袁 项目经理王野冬组织项目
部全体人员就本次检查中所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制定改进措施袁
要求全员紧抓落实袁 为第二次长城杯
验收做好充分准备遥

渊张勤尧王吉冤

综合

父亲节（Father's Day），顾名思义是感恩父亲
的节日。约始于二十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现已广
泛流传于世界各地，节日日期因地域而存在差异。
最广泛的日期在每年 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世界
上有 52个国家和地区是在这一天过父亲节。节日
里有各种的庆祝方式，大部分都与赠送礼物、家族
聚餐或活动有关。

父亲，往往给我们留下的是严父的形象。中国
式家庭成长的我们，虽然对父亲的感情偶尔有点
复杂，虽然有许多想对父亲说却一直未说出口的
话，但爸爸就是爸爸。家庭中正是有了爸爸，他告
诉我们社会法则，他教导我们为人处世，才能让我
们健康顺利地成长。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海。那是因为
父亲的爱总显得那样含蓄、深沉，稍不留意就会
忽视。

又到一年父亲节。
提到父亲，此刻的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一年一见，每次都老了一点的模样？
是童年调皮，那些年挨过的八百顿打？
是一本正经叫你认真读书但也悄悄陪你一起

玩耍？
是陪你练车，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不再年轻的

爸爸？
而我最先想到的却是朱自清的《背影》，文章

写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父亲送儿子去车站坐车的
场面：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

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
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
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
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
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
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
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
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
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
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
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
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
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
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
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
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
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
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
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
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
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
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
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
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
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
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
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
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也是中国大多数父亲的缩影。
祝天下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

渊李萌冤

怀柔安置房项目顺利通过
北京市结构“长城杯”第一次验收

本报讯 为确保农民工兄弟安全
施工尧健康作业袁积极落实公司安全
生产月活动安排袁 提高安全管理水
平遥 6月 15日袁上悦居项目部对所有
参加施工作业的农民工兄弟进行了
一次免费血压检测遥

通过检测共发现有 8名工人血
压严重超标袁项目部已及时通知各用
人单位袁并要求做进一步排查袁对患
有高血压尧心脏病等不适宜高空作业
人员要及时调离或调整到地面岗位袁
确保安全生产活动期间不发生任何
安全责任事故袁为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遥

此次为农民工检测血压行动,不
仅是为了排除高空作业安全隐患,保
证农民工人身安全袁有效预防施工过
程中不安全因素发生袁更是项目部贯
彻以人为本的理念袁实行项目人性化
管理袁向参建农民工兄弟倾注的一份
温情,对提升农民工职业健康水平有
很大帮助遥 渊赵双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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