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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东新区促进特色民宿业发展的意见
（试行）》。浦东新区卫计委高度重视
此项工作的推进落实，多次开展现场
踏勘调研，与民宿业主进行座谈交
流，听取意见，并结合国家住宿业卫
生标准，明确民宿行业卫生设施设备
达到的基本要求和相关卫生许可流
程。同时，卫计委持续关注民宿企业
的工作进展，对相关企业在卫生设施
设备设计、布局、配置及许可申请材
料方面进行指导。

民 宿 不 同 于 旅 馆 ，客 房 比 较 分
散，国家住宿业卫生标准要求旅馆
配备专门的消毒间、操作间、布草间
（即仓库）。
“ 一幢农舍总共才 4、5 个
客房，做这些配套确实比较困难。”
新区卫计委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卫计委专业人员
在民宿设计之初就已经开始介入，
“几幢农舍共用一套卫生设施，确保
卫生安全。”
此外，民宿服务人员相当一部分

没有经过相关业务培训。新区卫计委
委派专业人员对服务人员进行专业培
训，
并按规定进行健康体检，
达标之后
才能上岗。相关负责人说：
“通过许可
的民宿，
达到了传染病防控的软、
硬件
要求，达到了住宿卫生标准和要求。”
下阶段，浦东新区卫计委将继续做好
后续其他民宿业准入指导，完善许可
工作流程，
同时，
将展开对相关企业的
事中事后卫生监管，
确保卫生质量，
为
民宿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税收政策风险提示前置
服务浦东 4.6 万户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 张冠群 陈屹
记者 张淑贤）
“本以为我填报的申
报表正确无误，没想到存在这么多
问题，还好有‘税收政策风险提示’
这个前置服务，减少了办税成本，
纳税风险也降低了。
”
上海东方明珠
传输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小翁说。
近日，小翁在浦东新区税务局所得
税处和第十一税务所有关人员的辅
导下，率先体验了税收政策风险提
示服务，完成了 2016 年度所得税汇
算清缴的网上申报。
“税收政策风险提示服务”，是
指纳税人进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申报时，税务系统依据现行税收法
律法规及相关管理规定，利用税务
信息及各类申报表格的内在规律和
联系，
通过比对分析，
在税款计算的
逻辑性、申报数据的合理性、税收与
财务指标关联性等方面提供风险提
示的服务。
该项服务利用金税三期全面推
开的契机，
以
“互联网+税务”
和大数
据应用为依托，
全面改革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模式，
于今年4月28日正式
上线。该服务上线前，
企业申报所得
税时是审核后置，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申报完成后，
后台才会对申报信息
进行比对，
如发现风险，
需要专管员
提醒企业财务去网上办税平台查看
事中管理的风险提示，
发现错误后，
还要企业办理更正申报。税收政策

风险提示服务上线后，
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申报实现了审核前置，
企业只
需提前一天将财务报表、
企业所得税
优惠事项备案表等信息，
通过互联网
报送至税务机关，
就可以在申报时选
择使用税收政策风险提示服务，
自行
决定风险修正，
大幅减轻了企业的办
税负担。
记者获悉，在税收政策风险提
示服务上线后，浦东新区税务局专
门下发《关于做好企业所得税汇算
清缴税收政策风险提示服务工作
的通知》，组织各管理所学习公告
内容、熟悉使用流程，在第一时间
内了解税收政策风险提示服务的
内部逻辑及外部操作。同时，对企
业进行专门辅导，让企业了解提示
服 务 的 优 点 ，掌 握 提 示 服 务 的 操
作，自觉接受并使用税收政策风险
提示服务。通过一系列的举措，税
收政策风险提示服务在浦东新区
企 业 中 获 得 了 认 可 ，多 家 企 业 表
示，该服务确实能减少纳税风险，
将会继续使用该功能。
截至 5 月 17 日，浦东新区使用
税收政策风险提示服务的企业已
经达到 4.6 万户，总扫描次数 18 万
次。目前，税收政策风险提示服务
已经实现信息比对项目 200 余项，
今后，税收政策风险提示服务还将
进一步完善，帮助纳税人进一步减
少纳税风险，
提高税收遵从度。

商住项目“急刹车”

上海明确停止审批
公寓式办公项目
本报讯 （记者 陈洁）楼市调
控再升级。日前，上海市住建委在
其官网发布《关于开展商业办公项
目清理整顿工作的意见》，明确规
定上海将停止审批公寓式办公项
目，且对于存在插层等违法建筑的
将限制交易。
《意见》明确，上海停止审批公
寓式办公项目，加强商业办公用地
的控详规划管理。在商业办公用
途土地出让合同中，明确不得建设
公寓式办公项目。
《意见》指出，对已批未建的项
目，要重新审图，发现违反规范和标
准的，
应依法予以撤销调整，
符合规
范和标准后，
再核发规划、
施工许可
证。对在建未售的项目，从房型设
计以及水、
电、
燃气配套等方面进行
全面检查，发现建设行为违反相关

规定的，
应责令整改，
经相关部门联
合验收通过后方可销售。在项目交
付使用前，相关部门要再次进行联
合验收，
不符合商业办公要求的，
不
得交付，不得办理房屋交易登记手
续。对已交付入住的项目，
《意见》
要求相关信息记入房屋交易登记信
息系统。开发企业和业主承担整改
责任以及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且商
业办公房屋不得在人口户籍、
入学、
公用事业收费等方面参照住房执
行。未按照规定整改存在插层等违
法建筑的，
在房屋登记时予以注记，
限制交易。
《意见》明确，各区要全面梳理
本区域内商业办公项目，摸清土地
出 让 、在 建 、在 售 、交 付 使 用 等 情
况，建立相应台账。制定本区商业
办公项目清理整顿工作方案并上
报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组织开
展全面检查和集中整治，督促项目
开发企业自查自纠，严肃查处违法
行为，公布典型案例。对清理整顿
项目要逐个检查验收，并建立日常
管理机制，防止反弹。
来自“上海发布”的信息显示，
上海市纳入本次清理整顿的商业
办公项目近 1700 万平方米。其中，
500 万平方米已实际入住，1200 万
平方米尚未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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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局中谋划工作

浦东首张民宿卫生许可证发布
本报讯 （记者 张琪）5 月 2 日，
浦东新区首张民宿卫生许可证发布
——位于川沙新镇新春村东周家宅
的上海馨川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一处
300 多平方米的民宿，获得了浦东新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放的第
一张《上海市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发展特色民宿是新区加快推进
浦东乡村旅游发展，提升浦东旅游服
务能级，优化浦东旅游体验的一项重
要举措。为此，新区专门出台了《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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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海博物馆昨天接待 4000 余人次入馆参观。

□黄日阅 摄

国际博物馆日

浦东现文博观展高峰
本报讯 （记者 曹之光）昨天是
第 41 个国际博物馆日，浦东 11 座博
物馆免费向市民开放。晴朗舒适的
天气助兴，不少免去平日几十元门
票的博物馆门口排起了长队，文博
观展成为昨日浦东人热门的文化休
闲选择。
位于陆家嘴金融城的上海震旦
博物馆，昨天免去了平日 60 元的门
票。昨天一早 7 点刚过，就已有观众
在博物馆外守候。到了上午 10 点开
馆前夕，入口处已排起了蜿蜒的百
米长队。博物馆工作人员引导观众
分批有序入馆。中午 11 点，排队人
数不降反升，队伍延长到了 200 米。
震旦博物馆为排队观众准备了免费
饮用水，
并增派了安保人员。
“此前，我已经听说过震旦博物
馆。这里有很多精美的瓷器、玉器，
可是无缘得见。”从东北来沪探亲的
王先生，前几日在地铁里看到了震

旦博物在国际博物馆日免费开放的
广告，便带着亲属一同前来参观，他
说：
“ 上海的博物馆越来越多，很开
心。”截至下午 5 点闭馆，震旦博物馆
全天共接待 4776 人次入馆，比去年
同期的 2998 人次增加六成。
位于滴水湖畔的上海中国航海
博物馆，昨天免去了 50 元的门票，同
样迎来了大客流，全天共吸引 4000
余人次入馆。在一层大厅，游客接
连登上镇馆之宝——原比例复原的
明 代 福 船 ，并 近 距 离 观 察 桅 杆 、船
舵、水密隔舱等构件。馆方还为幼
儿准备了乐高船模拼装活动，吸引
众多亲子家庭参与。
浦东新区文保所相关负责人介
绍，浦东文物系统所属的 4 家博物
馆，昨天接待游客人数分别为：上海
黄炎培故居 500 人次、南汇博物馆
337 人次、上海吴昌硕纪念馆 230 人
次、上海张闻天故居 980 人次。

区领导调研川沙新镇
本报讯 （记者 洪浣宁）昨天下午，上海市委常委、浦
东新区区委书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主任
翁祖亮在川沙新镇调研时指出，川沙要在大局中谋划推进
各项工作，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强化大局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勇当
排头兵、敢为先行者。
区委副书记冯伟参加调研。
翁祖亮、冯伟一行首先来到川沙新镇连民村特色民
宿，了解民宿规划及建设情况。据介绍，连民村特色民
宿以“美丽乡村+民宿服务+特色主题”为目标，力求实
现服务有温度、住宿有品味、膳食有情怀、活动有野趣，
让体验的客人感受静静的时光、悠悠的流水、浓浓的乡
愁。在川沙人民医院，区领导一行看望、会见了获得第
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的郑君华、顾天来夫妇，感谢
他们代表浦东、代表上海向全国人民展示风采，也希望
在全区弘扬他们一家救死扶伤、热心公益的好家风。当
天，区领导还来到黄炎培故居（内史第）参观。内史第是
一座典型的江南官宦宅第，也是一座国内罕见的名人集
聚的江南住宅。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川沙新镇党委班子成员结合
各自分管工作作汇报交流。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翁祖亮
说，川沙新镇党委领导班子想作为、能作为、积极作为，不
折不扣地落实区委、区政府确定的各项工作，工作推进中
班子成员率先垂范，有勇气、有智慧、有担当，在特色民宿
的建设中还体现了创新思维，区委对川沙新镇的各项工作
给予高度肯定。
翁祖亮指出，浦东今后五年的重点工作已经明确，围
绕这些重点工作必须树立“四个意识”，对浦东的干部来
说，
“四个意识”最现实的检验是“四个服从”。
“对待工作心
里要时时有牵挂，有牵挂就会有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就会看得到问题，就会想办法去解决。”翁祖亮说，要常怀
忧患意识，把“四个意识”落实在平时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推
进中，
而不是只落在口号上。
翁祖亮指出，浦东的干部谋划各项工作一定要有大局
思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不要光看着眼前的一亩
三分地，只有站位高了，考虑问题才会有前瞻性，才会有战
略思维支撑，才会有眼界和理念。要有创新思维，围绕能
解决浦东现阶段乃至今后一段时间的问题创新体制机制，
实现比学赶超。要有辩证思维，遇到各种问题、困难时，要
善于学习、分析、借鉴，善于总结规律，把坏事变成好事。
要有底线思维，
认清底线、守住底线。
翁祖亮说，
现在川沙的发展环境和态势都很好，
但要把
优势变成工作成果，仍需要大家艰辛的付出。希望川沙以
迎难而上、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注重协同、追求卓越、争创
一流的精神状态，查找各项工作的短板，有智慧地推进工
作，
用实质作为体现使命感、
责任感，
处理好做好跟做过、
第
一跟一流的关系，
勇当排头兵、
敢为先行者、
做出新作为。
在谈到干部队伍建设时，翁祖亮强调，路线确定好后，
干部是决定因素，要抓好队伍建设，既严格要求、严格管
理，也关心关爱好干部，处理好亲和清的关系，形成讲政
治、讲团结、讲作为的良好氛围。
冯伟表示，希望川沙新镇继续坚决贯彻落实国家战略
和市委的重大任务、区委的重点工作，借势借力做事；继续
加强顶层设计，把握方向、精心谋划，坚持问题导向，全力
推进各项工作，敢于破难题、敢于担当；继续增强宗旨意
识，
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川沙新镇地处浦东中部，地域面积 96.7 平方公里，下
辖 6 个社区，紧邻外环线，毗邻国际机场，上海迪士尼乐园
所在地，是“上海 2040”规划确定的城市副中心功能片区之
一，也是浦东“十三五”规划中旅游和航空产业的重要承载
区域。2014 年 3 月，川沙新镇获批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

创新审判机制体制
第四届中国自由贸易
试验区司法论坛举行

丝路遗风精品展开幕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浦东新区南汇博物馆联合人民日报主管的人民
艺术编辑部主办的“中国梦境，金玉满堂——丝路遗风金银宝玉精品展”举行
了开幕仪式。本次展览旨在向公众展示丝绸之路的历史成果，以器物传递其
背后的文明观念。主要展示的是历代金银器和玉器，展品 200 余件，其中翡
翠部分展品今年一月受国家文化部委托，曾在美国洛杉矶展出。本次展览还
得到了上海烁钰艺术博物馆等四家社会文化单位的大力支持，展期为期一个
多月，将于 6 月 25 日结束。开幕仪式上，南汇博物馆和上海南山画院、浦东新
区康桥镇文化中心签订了文明共建协议。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李潇）日前，第四届中国
自由贸易试验区司法论坛在上海一中法院召开。论坛由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上海财
经大学共同主办，以“自贸区制度创新与司法保障”为主
题。
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最高法院民四庭副庭长刘敬
东，上海一中法院院长陈立斌，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蒋传
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陆方舟到会并致辞。
论坛就“自贸区审判与法律适用”、
“ 自贸区争端解决
机制与审判程序创新”两个分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
会嘉宾分别从典型案例入手，探讨了自贸区金融改革背景
下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审判程序创新方面，中国人民大学范愉教授表示，
法院在创新方面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推动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国际贸易中，以协商的方式解决纠
纷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推崇，在立法和顶层设计能力不足
的情况下，法院通过现有的司法条件开放空间、进行创新
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据了解，上海自贸区成立后，上海一中法院已先后与
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等多家
机构签署协议，探索实施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商事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同时，该院还制定了《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商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施细则》，在示范判
决、无争议事实的确认等方面进行了创新。
《细则》的出台
为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满足上海自贸
区内纠纷多元化解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