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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饮水机招商大补贴

华南理工大学研制 世界领先科技

电话：0731-84137887、84130507

高压磨 微粉磨

制砂石料生产线

上海：021-50325201、50325205

上海建冶 网址：www.china-shjy.com

酒店、仓库、废旧积压，电器、

厨具、家具等 13607480245

高收

拆旧

酒店、房屋、装修、拆除等

回收废品。 13187317233

批发家具

中、低档，厂价直销

13975841791

急聘

13808489611范

男女公关收入丰厚

暑假兼职 15973006779

QQ：228900538 www.qfii.mobi

聘

北京外国语大学培训学院受韩

国 29 所重点大学委托在华招

生，面试合格后录取；高考成绩

仅供参考， 四年留学费用仅需

10万元。 详情咨询：

010-51296959 400-6990345

网址： www.beiwaiyuke.com

高考后 10万元留学机会

黄建集团建筑、装饰、市政一级

资质，典当公司为您提供投标保

证金、 工程垫资、 银行过桥，汽

车、房屋抵押，资金周转 84898888

黄花典当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福喜迎门酒是五粮液股份有限

公司为纪念 60 华诞隆重推出的

一款浓香型优质白酒，该酒外盒

艳丽豪华，酒质醇香扑鼻，中低

价位，利润空间高，另有央视及

赠车、送广告费、品尝酒、促销人

员工资等优厚市场支持。现特惠

诚征全国县市级以上独家总经

销商， 诚邀加盟合作！ www.

wlyfxym.com 028-68988888

025-58838888 13678197888

大学生，白领，模特

湘女湘伴

13077312000

佳丽之约

18774929942

大学生模特白领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交友 声讯

名筑砖机

聘焊工、车工

13808411364

建造、造价师会计医药师 82742039

快取专本硕博学历位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女性，月薪 1-2万 13873153836李姐

长沙万代酒店聘营销

招生 招聘

0731-84190101�

湘潭点：13307326463 宁乡点：82373601

传真：0731-84190202 QQ：602058576

13875895159

广告类 35元/行起 公告声明类 40元/行起 每行限 13个 6号字（加大的标题、正文按 0.3cm/行高推算）

每日信息同步在 http://epaper.voc.com.cn/sxdsb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热线

刊登

热线

刊登

全省 14个市州全面覆盖 小小投入大大回报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全 省 招 商

金矿寻求合作或转让

寻专业人士合作 13874917629

收银员、大厨、配菜、勤杂工 85635333

高档酒楼诚聘服务员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898058

15116269662

长途运输

万众发

85710002

蚂蚁

长途搬家 拆装空调

84478047

84485755

黄达

拆

装

空

调

优价搬家搬货搬厂

搬家 回收 拆旧

专业搬家 移空调

新车聘司机搬运工

84478678

84782616

一定发

85151519

85495777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财运来

云南都荣招商引资

企业、个人、各类优质项目投

资融资，〈区域不限〉 高效快

捷，低息，〈直投，贷款均可〉。

咨询热线：0871-3661168

云南省昆明市世纪广场 C1栋 701

400m

2

茶餐厅优转

1-2层鸿铭中心客稳 15073134667

120m

2

歌厅优转

1-3层营业中设备齐 13077338748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637878

干洗设备 典当

转让 出租

工业物资

江浙民间资金

急寻优质项目投资、合作、借贷。

电话：025-81589994 航美投资

祖传秘方专治精神分裂症

抑郁症、失眠症。 13873722325

药材种植 合作双赢

名贵药材铁皮石斛价值高、市

场需求大，现公司推广人工合

作种植，免费供苗、培训技术，

现金回购鲜品。 周期短，效益

高，合作致富有保障。林业集团

武汉卉丰园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www.shihu85.com

免费热线：400-880-4588

短信索函：15307163886

海尔阳光太阳能招商

国际品质、低价全省市县加盟

长沙办：82127252、18673505717

手工产品 诚寻合作

本单位有大量纯手工产品外发

加工，货源稳定现金结算，上门

服 务 可 提 前 预 付 加 工 费 。

株 洲 建 设 南 路 52 号

0731-22716008、22716007

破碎机、磨粉机、制砖机

成套砂石料生产设备

上海远华 021-36040749、36040746

体育单招大网录取

专业课+文化课 签约本科

招初三毕业生及高三应往届毕业生

免费咨询电话：400-8839-788

长沙广播电视大学是国家公办成

人高等学校，采用免试入学、业余

面授、网络学习的形式圆您大学梦

想。 会计、工商、行政、建筑、计算机、市

场营销、护理学、药学等 40 个本、

专科热门专业任您选择。 我校是长

沙市民在职提升学历的最佳平台。

详情请点击：www.hncsdd.com

长沙电大

火爆招生

中山路校区：82684098

浏正街校区：84443536

QQ招生群：32672134

政府办学 收费最低

本科专科 免试入学

国家承认 学历学位

国家首批示范性电大

82234691

82231627

激情交友择偶

钟点工搬家

保姆空调拆洗

婚庆 85863997

收

家电柜

具器子87143469

激情交友择偶爱情超市找红姐 86686442

靓男激情交友 15274855640

长沙大学

商翔

驾校

贺五一东路分校开业， 特价酬宾，日

夜练车，品牌保证。新校地址：五一东

路铁路文化宫旁 电话：85869677

长沙大学总部 电话：84254269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

驾培行业“质量信誉” 排行第

一。 学员报名，上门接送。 一人

一车，计时训练，随到随学。

红旗区 85360001

上大垅 84515757

总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8８８８５２８８

猎鹰驾校

租车热线：0731-85214008、18711154400

赢时通租车全国连锁

驾校 租赁

!!!!!!!!!

本报7月22日讯 财政部

近日举行的地方税专题工作

研讨会上， 有关人士表示，作

为地方税改革的一部分，房产

税试点将于2012年开始推行。

不过，全国范围内推行房产税

试点的难度较大，试点将从个

别城市开始，但他未透露具体

试点城市。

自进入5月以来，媒体、专

家、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关于房

产税的讨论更是一直没有停

歇过。至此，推行房产税试点

的时间表也终于露出眉目了。

那么，2012年， 湖南会否成为

试点呢？

对此， 湖南省地税局相关

负责人未明确表态，但他笑说，

到时候估计不是个别城市试点

了， 很有可能全国大部分地区

都会开征房产税了。他还认为，

从国外的经验看， 房产税的征

收对房价的影响不会太长，影

响应该只是暂时的、短期内的。

据了解， 上述会议透露出

的信息还显示， 为弥补房产税

给试点城市带来的弊端， 财政

部还可能出台相关配套措施。

此外，据了解，财政部目前

还在加快研究一系列税收改革

方案， 时间表也渐渐明晰———

2010年将重点推行资源税 ;

2012年拟开征房产税;2013年

则是环境税。 远景规划中，

2013~2017年将重点推进社保

税等多项改革， 而遗产税将有

望于2020年推出。

■记者 陈静

据了解， 环境税早在一年多前

就已在株洲市开始进行调研， 但因

环境税各方面情况复杂， 很难具体

细化，目前进展缓慢。

罗宏斌认为， 其实环境税一直

分散在其他税种或费用之中， 如资

源税、排污费、生态环境保护费等。

现在环境税的改革实质上就是“费

改税”， 是为了使其发展得更规范，

并以此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淘

汰落后产能。

湖南的工业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

状态，那么，开征环境税后，对部分行

业来说是否将面临巨大冲击？ 对此，

罗宏斌认为，此次国家开征环境税的

主要目的是想控制硫化物的排放。

所以， 那些与此相关的行业影

响会较大。 湖南受影响的首当其冲

的是火电行业，其次是钢铁、建材、

制造、化工等行业。

环境税拟开征，湖南或为试点

拟于2013年起征，株洲市已调研一年多

财政部酝酿

2012年试点房产税

环境税是否征收？何时征收？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 （资料图片）

本报7月22日讯 今日，湖南

省首批等级税务师事务所发证

授牌仪式在长沙举行，省注册税

务师协会会长孙建章、省国税局

总经济师吴光辉亲自为我省首

批获得等级的28家税务师事务

所授牌、发证。

据了解，我省目前共有103家

税务师事务所， 此次经税务师事

务所申报，市州税管中心初审，省

税协、税管中心实地考察、评审，

并向社会公示， 常务理事会最终

审定， 湖南兴广地等28家税务师

事务所被评为我省首批等级税务

师事务所， 其中AAA级事务所9

家、AA级事务所10家、A级事务所

9家，有效期两年。

■记者 陈静 通讯员 余锦钟

我省3A级税务师事务所有9家

“听说2013年就要开征环境税了，湖南很有可能成为试点，这对我

们老百姓会有影响吗？” 远在永州的一位姓周的读者7月22日上午打电

话向本报咨询。

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与此同时，国

际舆论对我国节能减排的压力也在进一步加大，环境税出台的时机、背

景和内外部环境也渐趋成熟。

据悉，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环保部等几大部委，或已经达

成统一意见，环境税拟于2013年开征，目前环境税征收方案初稿已经出

炉，湖南、湖北等省市都可能成为环境税试点。 ■记者 陈静

其实， 关注环境税的不只是周

先生，很多市民都心存担忧，平时排

放的生活垃圾、 汽车尾气等是不是

也属于环境税征税范畴？

对此， 湖南省地税部门负责人

表示，开征环境税，对普通市民将不

会有太大影响， 生活垃圾的排放不

会纳入征税范畴， 汽车排气则属于

车船税的范畴。但他表示，对部分企

业的影响可能会较大。

湖南大学财政税务系主任罗宏

斌则认为，虽然总体来说，对市民的

影响不会太大， 但环境税好比双刃

剑，对普通市民来说，有利也有弊。

利的一方表现在，开征环境税后，市

民生活环境会更好， 部分产品质量

也会更优化；弊的一方则表现在，企

业可能会把因开征环境税而增加的

成本附加在消费者身上， 导致部分

消费产品价格上涨，增加生活成本。

市民：环境会更美好，但生活成本将增加

企业：火电、钢铁、建材、造纸等行业影响最大

链接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