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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
普
法

西樵中心幼儿园河岗分园启用

把优质学前教育送到村民家门口

今年 7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印花税法》正式颁

布施行。有市民群众询问，

该法实施后会有哪些变化？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南

海区税务局提醒，《中华人

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实施

后，部分税目的税率降低

了。一是原加工承揽合同

更名为承揽合同，税率从万

分之五降低为万分之三；二

是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

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

调整为建设工程合同，税率

为万分之三；三是原货物运

输合同更名为运输合同，税

率从万分之五降低为万分

之三；四是对产权转移书据

税目进行了细化，产权转移

书据中的商标专用权、著作

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

权转让书据税率从万分之

五降低为万分之三；五是将

营业账簿现行优惠税率确

定为法定税率，税率从万分

之五降低为万分之二点五。

在惠民惠企方面，社保

费缓缴政策亦有新举措。

在餐饮、零售、旅游、民航、

公路水路铁路运输5个特困

行业，实施阶段性缓缴养

老、失业、工伤保险费政策

的基础上，社保费缓缴政策

扩大实施范围扩大到汽车

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

17个困难行业和受疫情影

响严重地区中小微企业等

用人单位。符合条件的用

人单位可通过电子税务局

或办税服务厅申请缓缴，详

情可关注“佛山税务”微信

公众号。

■相关链接
7月29-31日，国家税务

总局佛山市南海区税务局、

南海区财政局、南海区普法

办主办，南海区会计学会协

办微信学法大赛活动，参与

游戏答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

包等丰厚奖品，详情可关注

“南海普法”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原诗杰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黎惠敏 摄影报道）7月

25日，2022年“感受南海·快乐

成长”南海区新业态职工子女

夏令营（西樵专场）正式开营，

为20名新业态职工子女提供

为期7天的工会暑期服务，缓

解新业态劳动者无暇照看孩子

的顾虑。

此次活动对象的家长包括

货车司机、快递员、护工护理员、

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网约

送餐员、房产中介员、保安员等

“八大群体”职工，解决该群体从

业人员子女无人照看的问题。

在夏令营里，职工子女不

仅有老师辅导课业，还可以学

到书法、阅读等文化课程，还有

乒乓球、篮球等体育课程。

在乒乓球课堂上，授课老

师带职工子女培养兴趣，让他

们对乒乓球规则、握拍姿势、发

球、步伐等有初步掌握，并注重

培养、锻炼他们的手眼协调能

力，帮助职工子女享受体育乐

趣、增强体质。

书法课堂上，老师们从孩

子们的坐姿、握笔、笔顺等基础

知识出发，手把手纠正每个孩

子的不足之处，孩子们兴致勃

勃地参与其中。午休后，职工

子女们还参加了文化辅导和篮

球基础训练。

“在7天的夏令营生活里，

营员之间要发扬互帮互助的精

神，并保证活动在安全的基础

上顺利完成。”西樵镇总工会副

主席李瑾表示，要将服务新业

态职工子女这项实事办实、办

好，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引导和

帮助孩子们度过一个丰富多

彩、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西樵新业态职工子女夏令营开营

学打球 练书法 孩子享受快乐暑假

■职工子女参与篮球基础训练。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何詠心 摄影报道）参观

消防体验馆，做消防安全小记

者，体验消防员日常生活……7

月26日，西樵镇消防办公室举

办的第一期“小小消防员特训

营”落下帷幕。20多位萌娃化

身“小消防员”，沉浸式学习消防

知识，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

本次特训营为期两天，25

日，小队员们在体验馆讲解员

带领下，学习出租屋、人员密集

场所、三小场所和家居四大类

场所常见的消防隐患，并通过

视频学习、互动问答，加深巩固

了消防安全的知识。

小队员们还化身消防安全

小记者，分组在消防体验馆的

每个区域进行讲解。他们运用

学到的消防知识，绘声绘色地

向同伴们讲解消防知识，让消

防安全知识入心入脑。

“蹲下、起立、戴帽、脱帽、

敬礼……”26日上午，身穿“火

焰蓝”服装的小队员们齐聚西

樵镇专职消防队大本营，体验

消防员日常训练情况。消防

专职队员们给小队员们展示

了灭火救援演练。消防车近

距离灭火操、沿梯铺设水带灭

火操、干粉灭火器的使用与保

养检查……小队员们看得津津

有味，不时为消防员送上热烈

的掌声。

在消防员的带领下，小队

员们还参观了消防员日常生

活，观看和认识各类消防车辆

装备器材、营房等。当看到消

防员的被子叠得棱角分明，摆

放整齐划一时，他们惊叹不

已。消防员现场展示叠被子过

程并传授他们技巧，小队员们

动手学习叠“豆腐块”，感受消

防队员们日常生活的细致与严

谨。

在结业仪式上，西樵消防

办主任麦志崧勉励每个参加活

动的学员：“大家要将学到的消

防知识和逃生的技能分享给我

们的身边的亲人、朋友、同学，

让西樵每位市民关注消防安

全。”

7月-8月，西樵镇消防办

公室开展暑期消防安全体验之

旅系列活动，包括“小小消防员

特训营”“消防电影专场”“消防

主题绘画手工课程”“消防绘本

课程”“消防‘0’距离体验活动”

等5个主题活动，让学生们体

验消防员日常训练与生活，在

寓教于乐中学到更多的消防知

识，掌握逃生技能，增强自救能

力。有兴趣的市民，欢迎关注

“西樵消防”公众号报名参与。

萌娃沉浸式体验“趣”学消防知识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 通

讯员/喻欢 梁小英 摄影报道）7月

27日上午，西樵镇河岗社区内雄

狮起舞、彩旗飘扬，一片喜气洋

洋。投资超600万元的西樵中心

幼儿园河岗分园揭牌启用，能提供

300多个学位，将于8月1日开学。

崭新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

教室、色彩斑斓的户外活动空间、

布局合理的幼儿洗手间……西樵

中心幼儿园河岗分园去年纳入西

樵镇中心幼儿园教育集团管理，

实行镇教育发展中心、河岗社区

居民委员会和西樵镇中心幼儿园

三方合作办园。

历经一年多的全面翻新改造

后，该园占地面积为4750多平方

米，并设9个活动室和独立睡室，

为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提供良好

的空间。该园将坚持“给孩子智

慧的明天，让儿童成为灵慧天使”

的宗旨，努力打造灵雅校园、培养

灵慧教师、追求灵趣课堂、培育灵

动儿童。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感谢

镇政府和镇教育发展中心的利好

政策，把优质幼儿园办到我们河

岗村民的家门口。”河岗社区党委

书记区佩玉表示，河岗社区将积

极支持幼儿园的各项工作，办好

教育实事，共创美好未来。

“这里原来是河岗小学，现

在得以盘活并引入优质教学资

源，让我们的孩子能享受到普惠

性幼儿园，值得点赞！”河岗社区

竹园村村民梁敏昌说，学前教育

一直是村民关注的焦点，这是为

民办实事的民生工程。

一直以来，西樵镇都十分重

视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办

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加大

投入力度，创新多元办园机制，

成立西樵镇中心幼儿园教育集

团，为村集体输送优质资源，让

群众“有好园上”。

如今，西樵镇中心幼儿园教

育集团是广东省首批基础教育

优质集团培育对象，以“灵慧花

开，朵朵出彩，办好乡村老百姓

家门口的优质普惠园”为使命，

利用“名园+”的集团办学模式，

采取“龙头幼儿园+镇内多所普

惠性幼儿园”的组建方式，由西

樵中心幼儿园作为龙头园切实

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以“名

园+村园、名园+弱园、名园+新

园”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以

强带弱、共同发展的办学格局。

新田、简村、大岸、平沙、河岗分

园等就是集团的其中一员。

西樵镇党委委员陈燕红表

示，河岗分园的成立是西樵镇加

快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

优质发展的生动写照，也是镇教

育发展中心、中心幼儿园和村集

体三方合作办园的第五个成功

试点，“希望继续推进‘樵山教

育·有为品质’品牌教育创新发

展，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继

续贡献西樵智慧、汇聚西樵经验

和传递西樵力量。”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

肖玲 通讯员/梁小英摄影报

道）“摩电出行请谨记：有牌

证、戴头盔、靠右行、不超

速、红灯停、绿灯行。”7 月

26日下午，烈日当空下，位

于樵岭购物广场的交通安

全教育站内的喇叭不停地

播放着摩电安全出行注意

事项。交警执法人员认真

地检查过往的摩电车辆，对

摩电驾驶人进行执法与劝

导教育，身穿红色马甲的志

愿者也协助派发摩电安全

行驶宣传单。

“作为党员志愿者，我

们积极响应号召参加道路

交通安全整治活动！”西樵

镇政府机关党员志愿者陆

超宜说，当发现摩托车、电

动自行车驾驶员存在交通

违法行为时，党员志愿者会

协助交警部门进行拦截并

引导至交通安全教育站进

行宣传教育。

据悉，从 7 月 26 日起，

西樵镇结合“五挂钩”全方

位直联村社工作，开展“道

路交通安全整治”主题直联

活动。由西樵镇交管部门、

政府机关党支部、村（社区）

党组织等多方联动，组织动

员党员等志愿力量担任交

通劝导员，深入镇内各重要

交通路段设卡开展活动，营

造浓厚的交通安全教育氛

围。

“禁止驾驶未经本市登

记或者未按照规定悬挂号

牌、号牌已经被注销的电动

自行车……”“禁止在城市

市区道路上载人……”尽管

站一会就汗流浃背，但针对

现场发现的摩电违规问题，

西樵交警中队工作人员与

陆超宜等党员志愿者耐心

地对驾驶人进行教育，派发

交通安全知识宣传单、一盔

一带安全出行手册等，并让

他们现场参与安全教育培

训，增强摩电驾驶人交通安

全意识。

截至目前，西樵镇已累

计安排超 350 人次党员志

愿者参与活动，发放宣传资

料超200份，现场劝导教育

60多人次。

接下来，西樵镇将常态

化发动党员志愿者开展“道

路交通安全整治”活动，切实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弘

扬“西樵尖兵”精神，带动广

大驾乘人员自觉遵守交通规

则、文明出行，确保辖区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缔

造美好生活在西樵。

■小队员们齐聚西樵镇专职消防队大本营，体验消防员日常训练。

■西樵中心幼儿园河岗分园揭牌。

■党员志愿者协助交警开展摩电安全行驶宣传。

“西樵尖兵”上街劝导交通

税务篇——

印花税法实施后
多项税目税率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