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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买家盼“双 11”包裹 当心遇骗子
工商部门：切勿轻易扫各类不明来源的二维码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陈琳）
快递公司财务部后台系统转账，
“双 11”狂欢过后，接下来“剁手 请她扫描二维码，并输入相关信
族”们最盼望的就是快递上门 息，即可收到双倍赔偿。王女士
了。北京晨报记者从市工商局 扫描二维码后，进入一个网页。
获悉，“双 11”刚过，已经出现快 在男子的提示下，王女士在页面
学生捐 10 个纸箱 可认领一棵树
递诈骗案例。买家在急盼包裹 填写了自己的姓名、网银账号、
上门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防范， 密码、手机验证码等信息。王女
“菜鸟”启动纸箱回收计划 北京 10 个高校参与
比如退款要求提供银行账号、 士填完信息后，又应男子的要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陈琳）
扫描不明来源的二维码，以及 求，删除了之前收到的二维码。
昨天，北京化工大学机电工程
正当她静等赔偿到账时，却收到
货到付款类的诈骗。
学院大二学生李同学，抱着 10
消费者王女士在“双 11”前 网上账户里钱被交易的信息。
个纸箱来到学校的纸箱回收站
对此，工商部门表示，在“双
网购了 24.9元的麻花，过了好
点，换取了天猫超市优惠券和 2
几天也没有收到货。她联系浙 11”之后，这类诈骗最易得手，
张明信片，还认领了一棵以自
江义乌的卖家，对方查询后回 在众多警方已经破获的案例中，
己名字命名的梭梭树。11月 12
复，快递公司弄丢了她的快件， “货到付款”类的骗局，最不易被
日起，菜鸟联合中华环境保护
将重新补发。王女士同意了。当 察觉。对于购买了大量商品的
基金会启动“回箱计划”，在北
天下午，一男子给王女士打来电 剁手族来说，买的商品记不清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十个城
话，显示是广州的号码。男子称， 了，反正收了再说，这就容易让
市数百个驿站全面开展废旧纸
他是某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因弄 骗子有机可乘。
箱回收活动。此次活动将截至
工商部门提醒，如果快递丢
丢了王女士的快件，担心她投
11月 18日，预计将有 10万棵
诉，想个人双倍赔偿 49.8元。 失，请通过网购平台联系卖家商
树在敦煌周边种植。
王女士以前有过向快递公 量具体赔偿事宜，或者退款或者
据现场菜鸟包裹回收计划
楼道里，会有保洁员收走，但昨
昨天下午，北京晨报记者在 天她特意把纸箱又从楼上拿到 负责人圆慧介绍，此次纸箱回
司索赔的经历，加上对方准确 补发，退款一般也是退到购买时
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看到，在 回收点。学生无论捐多捐少，都 收行动，由学校自主报名，共有
说出了她网购的物品和价值， 支付所用的账户，无需另外再提
学校的快递驿站设有固定的纸 有奖励。
于是信以为真。该男子表示，他 供银行卡号、密码等；一定不要
10所大学的驿站环保社团报
箱回收点，学校的环保社团还在
之所以不联系卖家，是因为程 轻易向陌生人泄露自己的姓名、
据北京化工大学现场组织 名参加，包括北京化工大学、中
宿舍楼下设了几个流动的回收 回收的工作人员介绍，学生是 国石油大学等。“回箱计划”不
序比较复杂，而且担心王女士 身份证号、银行账户、密码以及
点。有的学生在驿站开箱取出物 最容易接受环保理念和培养环 只停留在简单的回收层面，此
举报，这才直接与她联系。除了 手机短信验证码等关系到人身
品后直接将纸箱交回，但相当一 保习惯的人群，捐纸箱换森林 次还联合了山鹰集团共同行
双倍赔偿，他还会送她一个保 和财产安全的个人相关信息。
部分学生会拿着包裹先回到宿 的活动，深受大学生喜爱，很多 动，纸箱经过消毒、加工后，将
切勿轻易扫描各类不明来源的
温杯。
舍。今年刚刚上大一的刘同学 同学都去宿舍收集纸箱再送到 被制成包装箱再次用于快递行
听信了男子的说辞后，王女 二维码，在大家看起来，所有的
说，以前把快递拿回宿舍后，就 回收点，活动第一天已回收超 业，破解快递纸箱回收难题。
士添加了对方提供的微信号，收 二维码都差不多，但是可能有的
近把拆掉的快递纸箱放在宿舍 过一千个纸箱。
到一个二维码。男子称，要通过 二维码背后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陈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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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 税

主办单位：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五稽查局 北京晨报社

“舌尖上的安全”读者活动邀您走进顺义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指引（一）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思想深邃、高屋
建瓴，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谱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特别是报告中明确
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
创业。报告中59次提及“创新”，6次提及“创业”。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富民之道、公平之
计、强国之策，截至 2017年 7月，我国针对创业就业主要
环节和关键领域陆续推出了83项税收优惠措施，尤其是
2013年以来，新出台了73项税收优惠，覆盖企业整个生命
周期。北京市地税局第五稽查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将在“为您解税”栏目分期刊登创业创新企业相关的
税收优惠政策，确保支持“双创”的税收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为“双创”企业发展壮大保驾护航。
一、企业初创期税收优惠
企业初创期，除了普惠式的税收优惠，重点行业的小
微企业购置固定资产，特殊群体创业或者吸纳特殊群体
就业（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退役士兵、军转干部、随军家
属、残疾人、回国服务的在外留学人员、长期来华定居专家
等）还能享受特殊的税收优惠。同时，国家还对扶持企业
成长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等创新创业平
台、创投企业、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等给予税收优惠，帮
助企业聚集资金。具体包括：
（一）小微企业税收优惠
1.个人增值税起征点政策；
2.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销售额未超限免征增值税；
3.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额未超限免征增值税；
4.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5.重点行业小型微利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6.企业免征政府性基金；
（二）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
7.重点群体创业税收扣减；
8.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税收扣减；
9.退役士兵创业税收扣减；
10.吸纳退役士兵就业企业税收扣减；
11.随军家属创业免征增值税；
12.随军家属创业免征个人所得税；
13.安置随军家属就业的企业免征增值税；
14.军队转业干部创业免征增值税；
15.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免征个人所得税；
16.安置军队转业干部就业的企业免征增值税；
17.残疾人创业免征增值税；
18.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单位和个体户增值税即征即退；

19.特殊教育学校举办的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增值税
即征即退；
20.残疾人就业减征个人所得税；
21.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残疾人工资加计扣除；
22.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单位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
23.长期来华定居专家进口自用小汽车免征车辆购置
税；
24.回国服务的在外留学人员购买自用国产小汽车免
征车辆购置税；
（三）创业就业平台税收优惠
25.科技企业孵化器（含众创空间）免征增值税；
26.符合非营利组织条件的孵化器的收入免征企业所
得税；
27.科技企业孵化器免征房产税；
28.科技企业孵化器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29.国家大学科技园免征增值税；
30.符合非营利组织条件的大学科技园的收入免征企
业所得税；
31.国家大学科技园免征房产税；
32.国家大学科技园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四）对提供资金、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助力的创投企
业、金融机构等给予税收优惠
33.创投企业投资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按比例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34.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投资未上市
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按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35.公司制创投企业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按比例抵扣
应纳税所得额；
36.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投资初创科
技型企业按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37.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投资初创科
技型企业按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38.天使投资人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按比例抵扣应纳
税所得额；
39.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
让所得分期缴纳企业所得税；
40.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
让所得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41.金融企业发放涉农和中小企业贷款按比例计提的
贷款扣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42.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北京市地税局第五稽查局

“放心菜”是如何养成的？如何从源头把关，保证万千居民的“餐桌安全”？为了让市
民零距离地了解北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的建设，让百姓吃的放心、安心，北京市农
业局宣传教育中心与北京晨报社联合主办了“舌尖上的安全”读者体验系列活动，活动
自 2016 年开启就得到了读者的积极参与。

11月 18日，
“舌尖上的安全”读者体
验系列活动将走进顺义区的北京绿富农
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在这里，我们将带
您走进温室大棚，从源头“追踪”，听基地
的工作人员讲一讲合作社的绿色果蔬是
如何生产出来的。您可以穿梭在绿油油的
藤蔓之间，采摘豆角、小番茄……与这些
可爱的“萌果”合影留念，体验农耕收获的
快乐。此外，参与家庭还可以体验“插苗”
的快乐，给孩子一个亲近自然，体验蔬菜
种植的机会，用实践给他们解答“土豆不
是长在树上”的事实，体验当一日小小“农
场主”的感觉。了解了“放心菜”的生产过
程，体验了农耕的快乐，您将品尝到地道、
美味、绿色的农家饭菜。此外，参与家庭还
将获赠一份精心准备的礼品。
笔者从北京市农业局了解到，2004
年，北京市实施了“221行动计划”，新建
了 100个以上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加快
发展大兴西瓜、平谷大桃、门头沟京白梨
和樱桃、朝阳和通州观赏鱼以及怀柔西洋
参等一批特色农产品，截至 2006年全市
已建成了 7大类、1020家标准化基地。自
2015年起，体现生态、安全、优质的全程
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在 13个涉农区
县分级启动，到今年，已在全市组织建设

了 12家“全程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示
范基地”。北京绿富农果蔬产销专业合作
社就是其中之一，该合作社不仅生产番
茄、黄瓜、水培韭菜、草莓等农产品，并对
生产果蔬均进行有机认证和无公害认证，
还能悠闲垂钓、观光采摘，进行科普示范
教育与推广，是乡村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北京市农业局宣传教育中心）
报名须知
时间：11 月 18 日 10:00 读者家庭
到达合作社集合
地点：北京绿富农果蔬产销专业合作
社（顺义区木林镇顺密路（S203）贾山村
南
交通方式：自驾
招募对象：招募 10-15 组读者家庭，
每组家庭 2-3 人。
咨询电话：010-87956189
报名方式： 扫描活动报名二维码，填
写报名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