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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洗浴 二合一才更好
阿里斯顿壁挂炉 享受的不仅仅是生活

壁挂炉因其兼具采暖! 洗浴二
合一的功能获得了很多消费者的喜
爱"近日笔者在卖场走访发现"有很
多消费者都在向导购咨询壁挂炉的
相关事项"那么对于家庭来说"安装
了壁挂炉会带来什么益处呢# 哪些
家庭又适宜安装壁挂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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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了宝宝的家庭会更温
馨" 那么能让宝宝更舒服的生活是
年轻父母最向往的事情$ 对于许多
集中供暖的三口之家都会遇到这样
的情况% 冬季由于暖气片的温度较
低"室内温度达不到宝宝的要求"所
以即使在屋里也要给宝宝穿很厚的
衣服" 而且宝宝的小脚丫也会变得

很凉" 父母遇到这种情况无疑非常
心疼$ 要是家中有了阿里斯顿壁挂
炉" 年轻的父母再也不用为这种事
情担心了" 阿里斯顿壁挂炉将自身
产生的热量通过管道输送到客厅的
暖气系统"室内温度非常适宜"即使
宝宝光着脚也可随意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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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家中人口多的消费者来
说" 经常遇到如下问题"& 在最需要
热水的时候"往往家中没有热水了'

家中的热水器不能满足多人洗澡的
需求()现在"有了阿里斯顿壁挂炉"

一切都解决了) 阿里斯顿独创技术
可以自动选择加热模式" 让机器低
耗高效运行" 在节能的前提下可以

提供更多的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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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刚刚结婚的张先生遇到了
一个小麻烦" 因为妻子在厨房洗菜
时总会遇到水温不恒定的问题"水
温一会热"一会凉"夏天时还没什么
大麻烦"可到了冬天洗菜!做饭都非
常的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小
张跑了好多卖场咨询能解决相关问
题的产品)

这不 "还真被他找到了 "购买
了一款阿里斯顿壁挂炉) 据了解"

阿里斯顿在研究了消费者需求后
推出了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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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壁挂炉 "

该品可根据温度感应装置监测进

出 水 温
度 ! 室
内 温 度
和 室 内
外 温
差 " 智
能 选 择
最 节
能 ! 最
舒 适 的
加热功率及加热温度" 水温更恒定"

让消费者无论是厨房用水还是洗浴
用水"都免去了水温& 忽高忽低(的困
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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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国务院发布了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内外
统一(的通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昨日对
这份通知予以解释)

国务院的通知决定" 自
)*+"

年
,-

月
,

日起"

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
育费附加制度)

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虽然不是大税种"但
意义非同一般)外企也将要缴纳城建税和教育
费附加"意味着这一对外企长达

,.

年的优惠政
策取消"也意味着我国终于实现了税收制度的
内外统一)此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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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

年和
-**1

年"中

国先后统一了车船税!企业所得税!耕地占用
税和房地产税)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是中国税
制内外统一的最后一关)

郑州市二七区地税局的税政专家王国娜
介绍说"在此之前"企业所得税等税种都先后
进行了统一"就剩下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没有
统一"内资企业的意见一直很大"如今总算统
一了)

郑州市地税系统另一人士则说%& 这也让
那些假外资企业再也钻不了空子了) (

中国政府在
+102

年和
+10.

年先后出台了
征收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暂行条例"为当时

城市建设和扩大教育经费提供了有效来源) 此后"为
了鼓励外商在中国投资"

+11#

年" 国家税务总局出台
了*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暂不征收城市维护
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通知+ " 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
国企业暂不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这一
优惠措施一直持续到现在)

据王国娜介绍 "郑州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

为企业增值税 , 消费税和营业税三项税额总和的
+*3

)

王国娜称"外资企业也将缴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
加"肯定将增加地方的税收"并为本地的教育事业提
供更多的经费)

+-月起"外企将缴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从此内外企纳税不再有别

以后和老外平起平坐了
JKL

商务部!财政部近日
联合下发* 关于肉类蔬菜流通追溯
体系建设试点指导意见的通知+

- 下称* 通知+. ) * 通知+指出"中央
财政将在全国范围内"支持有条件
的城市建立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
系"流通企业将获得农产品增值税
抵扣的优惠政策)

* 通知+强调"以肉类,蔬菜为
重点"在全国有条件的城市建设来
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
的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今年"选
择
+4

个有一定工作基础的城市"每
个城市在全部大型批发市场, 大中
型连锁超市和机械化定点屠宰厂"

以及不少于
2*3

的标准化菜市场
和部分团体采购单位进行试点)

最终" 两部委确定在上海,重
庆,大连,青岛,宁波,南京,杭州,

成都,昆明及无锡等
,*

个城市开展
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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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居民生活用电
实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

,*

月
-,

日结束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中将阶梯电价分为
三档"并提供了两个方案) 方案一
中"一档电量定为每月

,,*

度) 方案
二中"一档电量定为每月

,5*

度)

网友提出意见"表示电价不能
只涨不降)多用电的家庭电价应该
涨"但用电少的家庭电价应该降)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方案一中"一档电价将保持目前的
水平) 方案二中"一档电价每度上
调

,

分钱 ) 这两档用电量覆盖了
/*36047

的家庭" 电价将保持三
年稳定)不过一档电价下调的可能
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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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汽车公司
-,

日宣布" 由于制动系统存在隐
患"丰田将自愿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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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在美销
售的汽车"在日本将召回超过

.*

万
辆汽车) 而在中国"质检总局网站
也披露丰田将召回

,182

万辆车) 此
外"丰田还在欧洲召回了

2

万辆"在
澳大利亚召回了

9

万辆" 在亚洲其
中地区召回了

2

万辆" 总计召回数
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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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

据丰田汽车公司表示" 在中
国召回的车辆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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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区检察院起诉书认定"刘某等人的
& 打洞(行为"给定淮门支行造成总计为

-1

万
余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但在庭审中"鼓楼支
行作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向刘某
等
:

人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要求法院

判令
:

人连带赔偿直接经济损失
:+8;

万元"

停业几个月所带来的间接损失
.0*8/

万余
元"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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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元)

法院没有当庭作出判决" 此案仍在审
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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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派员工在二楼楼顶上打了
:

个洞"身家过亿的老板刘某和他的两名员工一起站在了被告席上)

+*

月
+5

日"

经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

人不仅面临着& 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指控"还遭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提出的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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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元的损失赔偿)

李先生是建设银行南京鼓楼支行定淮
门支行的员工)

据他回忆" 今年
:

月
:+

日凌晨零点多"

外面下着雨" 他突然被支行行长的电话惊
醒%& 警报一直响个不停"警察已经赶去了"

你快去支行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

李先生说"赶到现场还没开门"他就听
到门里面有哗啦啦的漏水声) 打开门,解除
了警报"他一边四处寻找漏水& 声源("一边

& 祈祷(千万别是& 后场(漏水)

因为后场主要是摆放电脑, 机器设备,票
据凭证以及非柜面人员办公的地方"一旦漏水
造成机器损坏,电路短路"后果不堪设想)

怕什么来什么) 当他转到后场"果然发
现摆放凭证的办公室和监控室的房顶上出
现了三个洞) 水正不断地从这三个洞漏进
来"哗啦啦地落到地面,桌面上) 地面积水超
过了一厘米"好多机器设备被水打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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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三个洞#(李先生突然想起
了另一件事)

原来"大约一周前"也是下雨天"有人
发现屋顶在漏水)李先生隐约记得当时在
吊顶里面也是查到了

:

个洞/

& 莫非是有人故意搞破坏#(警察又仔
细查看了那

:

个洞口"发现正是那
:

个已被
水泥封堵起来的洞"不知什么时候又被人
故意挖开了)

警方据此断定"确实有人在故意搞破

坏"并且迅速锁定了嫌疑人000南京某玻璃钢
制品有限公司

<

下称& 玻璃钢公司(

=

老板刘某)

原来" 定淮门支行的这处办公地点是
5

年
前从该公司手里买来的)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双方因这笔房屋买卖发生纠纷"并且打了一场
官司)玻璃钢公司的老板刘某也因此与定淮门
支行结下& 梁子()

刘某也承认" 第一次的
:

个洞确实是他派
手下两个员工钻的" 第二次那

:

个洞被重新挖
开"还是那两个员工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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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有问题
也能找到& 家(了
,>

城试点建追溯机制

发改委表态

一档电价
下调可能性较小

丰田再陷& 召回门(

全球召回超过
,..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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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洞"值/>>多万元
南京亿万富翁因产权纠纷在银行楼顶打洞"遭巨额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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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