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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确定
省会城市租房扣除标准每月1500元，
大病医疗扣除标准为每年8万元

直辖市、
省会城市、
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
他城市，
房租扣除标准为每月1500元;市辖区户籍人口超
过100万的城市，
扣除标准为每月1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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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
扣除医保报销后的个人负担，累计超过 1.5 万元部分，在 8 万
元限额内据实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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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山而居的山民一年四季都有盼头。这时扛着锄头进山，在竹林深处稍有裂缝的土壤中一挖，就是一根冬笋；在被霜打
蔫的蕨叶处，几锄头下去，便能收获饱含淀粉的蕨根。山民们将有味道的枫木、樟木、山胡椒树、竹子等柴火砍回家，丢进火
塘，再放一些橘皮，袅袅升腾的浓烟中满是香气，更别说早就挂在火塘上，烟熏火燎的腊肉了。想念大山，想念它随时给出的
惊喜与包容，更想念植根于记忆深处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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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下载ZAKER潇湘，
看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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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多地将出现中度霾

国家发改委：
多措并举发展壮大实体经济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近
日表示，要多措并举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
制造业。关键是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增强市场主体
活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当前的一大重点工
作是要切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于21日至22日在北京
召开。何立峰在会议上说，
要全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
环境。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
规定和做法，
组织开展产权保护领域政务失信专项治
理，
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
切实将弘
扬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他强调，
要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制定实施支
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开展排斥限制民营企业
招投标问题专项整治，
建立健全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
长效机制，
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补
短板项目建设。大力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
何立峰说，要实施更大力度降成本举措。加
快清理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围绕输配电
价改革、公用事业收费改革和货运车辆“三检合
一”改革等，切实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
他还表示，
要深化
“放管服”
改革，
纵深推进
“一网
一门一次”
改革。加快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营商环境
评价体系，
推动全国范围营商环境实现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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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转好，24-27 日省内
阴天有小雨。
气温方面，近日冷空气活动频繁，今
天 有 一 次 冷 空 气 过 程 ，23 日 最 高 气 温
9-11℃，最低气温 7-9℃。26-29 日冷空
气更是不断渗透南下。
后期趋势方面，28-29 日湘东南中到
大雨，湘北部分地区有雪，其他地区有雨
夹雪或冰冻，30 日湘东南小雨，其他地区
雨夹雪或冰冻，
31 日天气转好。
具体天气预报：
23 日白天：邵阳、衡阳、永州、郴州、怀
化南部与株洲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
小雨转多云；湘东、湘北部分地区早晨有
雾；北风 3-4 级；最高气温 9-11℃；最低气
温湘东南 7-9℃，其他地区 5-7℃。
23 日晚到 24 日白天：
阴天有小雨。
24 日晚到 25 日白天：
阴天有小雨。
记者储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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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KER潇湘

潇湘晨报全平台联合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启动“正能量报料官计划”，寻找
身边的正能量线索。线索一经采用，报
料人可获 100 元至 300 元不等的奖励。

日本2019财年
防卫预算创新高

省气象台发布霾黄色预警；
未来一周雨日偏多

本报长沙讯 22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冬至，
“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又名“冬
节”，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个传统节日，
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一家人围坐在
一起吃上一顿饺子，和和美美。今年的冬
至，湖南各地都是雾蒙蒙的一片。据国家
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消息，湖南省气象台 12
月 22 日 16:00 发布霾黄色预警：预计长沙、
湘潭、常德、益阳、娄底、邵阳和衡阳地区
未来 24 小时将出现中度霾，
请注意防范。
今天衡阳、永州等湘南地区有小雨，
其他地区天气转好，28-30 日有雨雪、冰冻
侵扰湖南。
实况显示：21 日 8 时至 22 日 8 时，全省
出现了小到中雨；最高气温 11～13℃，最
低气温 9～11℃。昨晨湘北、湘东南部分
地区出现了大雾。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湖南雨
日、雨量都偏多。衡阳、永州等湘南地区

有奖征集

12 月 22 日，众多长沙市民来到长沙
石 燕 湖 围 桌 而 坐 包 水 饺 ，迎 接 冬 至 节 的
到来。
图/记者辜鹏博

据新华社电 日本政府 21 日批准 2019 财年预算案，总额为
101.46 万亿日元（约合 6.2 万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 100 万亿日
元关口。其中，防卫预算 5.26 万亿日元（3215 亿元人民币），连续
七年增加。
2019 财年始于同年 4 月 1 日，是日本新版“中期防卫力整备
计划”第一年。日本政府 18 日审议通过这一计划。今后 5 年，日
本防卫预算总额将增加至 27.47 万亿日元（1.68 万亿元人民币）。
新财年防卫预算中包括引进两套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
统相关经费，为 2404 亿日元（147 亿元人民币）。日本政府打算把
这一系统部署在东北部秋田县秋田市和西部山口县萩市。按日
本媒体先前报道，这两套陆基“宙斯盾”的防御范围基本能够覆
盖日本全境。
根据防卫预算，日本将花费 681 亿日元（41.6 亿元人民币）从
美国采购 6 架 F-35A 隐形战机。日本防卫省原本为这项购置申
请 916 亿日元（56 亿元人民币），为削减预算决定不在日本组装。
预算同时包括 268 亿日元（16.4 亿元人民币）用于采购太空
状况监视雷达系统，号称以掌握太空垃圾情况为目的。西南诸
岛防卫方面，新财年预算为 139 亿日元（8.5 亿元人民币），用于研
究离岛防卫导弹。
另外，日本政府为改造“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升级为可以
搭载战斗机的航空母舰，在预算中列入 7000 万日元（428 万元人
民币）经费，用于调查战机起降时对船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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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盾将出任美国顶级音乐学院院长
直播
预告

神奇
技术

明晚8点聆听
长郡中学音乐会

“中药”
投入污水
两分钟变清水

直播时间：
12月24日20:00

这不是椰子
欧洲航天局近日发布了“火星快车”探
测器拍摄的几张火星环形山冰层照片，褐
色的环形山中积满厚厚的冰层，看上去就
像半个装满白色冰激凌的椰子。该山口直
径约 82 千米，
深约 2 米。
本版编辑：朱宗威
本版校读：周 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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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艺术之都·雅韵星城”湘
江·未来大师系列之长郡中学专场
音乐会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 20：00
在长沙音乐厅举行。
长郡中学交响乐团成立于
1993 年。乐团经过多年发展，现已
成为代表湖南省最高艺术水准的
中学生交响乐团。长郡中学合唱
团成立于 1995 年，现已成为学校素
质教育成果的重要体现。

一瓶从河道取来的黏稠黑臭
水，放入“中药”药方，搅拌后，变成
清水仅用两分钟。12 月 21 日，在长
沙举行的 2018 年湖南省污染防治
技术与产品交流对接会上，广东旷
野生态治理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展示了改良黑臭江河湖污水的新
专利和技术。
今年 9 月起，
该方案已应用到长
沙市天心区南托港河、双管子河、南
托港河相关支流治理中。 记者丁蓉

油彩绘就
湖湘四十年

@Einsand：湖南人的骄傲！华人的骄傲！

40 年，多少更替与轮回。在不
断的消逝与蜕变中，人们迎来了新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12 月 22 日，
“消逝·蜕变”
改革开
放进程中的湖南风景油画展亮相长
沙后湖脚手架艺术馆。在这栋被脚
手架包围的建筑之中，向观众展示
了 40年来湖湘风物的变迁。
此次画展共展出 48 位艺术家的
100多幅作品，
展出将持续至12月30
日，
市民可免费观赏。 记者徐海瑞

鸣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 21 日被任命为美国巴德音乐学院
院长，任期将于 2019 年 7 月 1 日开始。巴德学院发表声明说，赴
任后，谭盾将带领巴德音乐学院履行教授培养青年音乐家的使
命，同时努力推动东西方文化的研究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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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因学生缺课意外救其全家
近日，四川巴中平昌县响滩小学老师发现有学生没来上学，
打电话到其奶奶家却无人接听。寻找无果，老师和校领导赶至
学生家中。打开门后发现房间门窗紧闭，3 人在床上昏迷不醒。
之后 3 人被送往医院，经检查，
均为一氧化碳中毒。

@IL-BB：好负责的老师，太有责任心了，
救回 3 条人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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