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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菁

“答应了要帮她的嘛，没想到一帮
就是 20年。”80岁的罗崇珍从 87岁的老
伴谢新华手里接过湿毛巾，给 47 岁的
周全细细地擦干净双手。周全神情有
些木讷，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过罗崇
珍。罗崇珍继续说：“我们老两口年纪
也大了，能照顾一天是一天。”这是 8月
2 日，记者在安岳县铁峰社区 205 号公
房里目睹的一幕。

20多年前，周全因意外变成了生活
不能自理的智障，和患重病的妈妈相依
为命。几年后，就是在这间公房里，周
全的妈妈临终前，将周全托付给了住在
附近以擦鞋为生的罗崇珍和谢新华两
口子。据罗崇珍说，两家人经济条件都
不好，周素军找到他们两口子，并不是
因为熟识，而是听周围邻居说他们“人
好”。为了这份信任，罗崇珍和谢新华
两口子每天 3次，风雨无阻地去上门照
顾周全。

面对老两口日常琐碎的照顾，周全
有时会“嗯、嗯”地回应，但大多数时候
跟在老两口身后一言不发。曾有其他
好心的居民想尝试帮忙照顾周全，可是

周全连指甲也不让其他人剪，还抓伤了
一位好心人的手背，她只认罗崇珍和谢
新华夫妇。

每天早上、中午、晚上的饭点，罗崇
珍和谢新华便会提着饭盒，迈着有些僵

硬的腿慢慢穿过小巷，爬上老居民楼两
层狭窄的楼梯来到周全家。吃饭前，罗
崇珍先要给周全梳洗，然后一口一口地
喂她吃饭，谢新华则默默无闻地打扫屋
里满地的大小便。天气冷了，罗崇珍要

给周全换厚衣服；天气热了，罗崇珍要
经常给周全洗头；下雨了，罗崇珍要帮
忙把窗户关好；周末，带周全去楼下散
步……就这样，老两口周而复始、年复
一年悉心照顾着周全，这一照顾就是 20
年。

“她不说话，最多就是‘嗯’这样。”
罗崇珍告诉记者，对于他们的照顾，虽
然不知道周全心里想的什么，回应也很
少，但看到她总爱跟在自己身后，觉得

“她还是认可我的”。
记者了解到，罗崇珍两口子每人每

个月有 250 元的低保，周全每个月有
250元低保加 250元残疾人补贴。要照
顾好周全，经济困难和缺少劳动力是眼
下最严峻的问题。为此，铁峰社区多次
发动社区和社会各界志愿者给周全捐
赠生活用品，安岳县惠民帮扶中心也开
展“心路天使”大学生志愿活动为周全
献爱心，帮其做家务，以减轻罗崇珍和
谢新华的负担。

生活还要继续。周全虽孤身一人，
但有罗崇珍和谢新华夫妇的照顾，有社
会志愿者的帮助，有社区的帮扶，她不

“孤独”，这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续
写着爱与责任……

父母贷款给孩子买房，房产证上写
孩子的名字，这种情况如何享受住房贷
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独生子女家庭，
父母离异后再婚，怎么享受赡养老人专
项附加扣除？……针对这些特殊情况，
国家税务总局 12366 纳税服务平台有
关负责人日前给出了具体操作方法。

“从实际看，房屋产权证明登记主
体与贷款合同主体完全没有交叉的情
况很少发生。”该负责人表示，父母为子
女买房，房屋产权证明登记为子女，贷

款人为父母，这种情形不符合相关规
定，父母和子女均不可以享受住房贷款
利息扣除。

同时，对于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离
异后重新组建家庭，在新组建的两个家
庭中，如果纳税人对其亲生父母的一方
或者双方是唯一法定赡养人，则纳税人
可以按照独生子女标准享受每月 2000
元的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在填写
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时，纳税人需注明
与被赡养人的关系。”该负责人说。

如果纳税人在接受学历继续教育
的同时，取得了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
书或者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该如何享受继续教育扣除？根据相关
规定，纳税人接受学历继续教育，可以
按每月 400 元的标准扣除，全年共计
4800 元。同年又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
格证书或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
书，且符合扣除条件，可按照 3600 元
的标准定额扣除。因此，对同时符合
此类情形的纳税人，该年度可叠加享
受两类扣除。

哪些情形需要办理综合所得个人
所得税汇算清缴？该负责人表示，新税
制实施后，居民个人需结合税制变化，
对综合所得实行按年计税。为促进纳
税人尽快适应新税制要求，遵从税法规
定，税务机关改变日常工薪所得扣缴方
法，实行累计预扣法，尽可能使人数占
比较大的单一工薪纳税人日常预缴税
款与年度应纳税款一致，免予办理年度

汇算清缴。同时，对有多处收入、年度
中间享受扣除不充分等很难在预扣环
节精准扣缴税款的，税法规定需办理汇
算清缴。

首先，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中从
两处或两处以上取得综合所得，且综合
所得年收入额减去“三险一金”等专项
扣除后的余额超过 6 万元的。“对个人
取得两处以上综合所得且合计超过 6
万元的，日常没有合并预扣预缴机制，
难以做到预扣税款与汇算清缴税款一
致，需要汇算清缴。”该负责人说。

其次，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
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中的一项或者多
项所得，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减去“三
险一金”等专项扣除后的余额超过 6万
元的。“上述三项综合所得的收入来源
分散，收入不稳定，可能存在多个扣缴
义务人，难以做到预扣税款与汇算清缴
税款一致，需要汇算清缴。”该负责人
说。 据四川在线

日前，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
团公司获悉，经过铁路职工日夜连续
奋战近 152 小时，8 月 10 日 18 时 25 分
成昆铁路水害地段再次抢通，货运列
车运行秩序逐步恢复。目前，沿线山
体地质状态仍须持续观察确认安全万
无一失，旅客列车恢复运行时间待
定。为方便沿线旅客出行，成铁局重
联成都东至昆明南动车组，加开西昌
至攀枝花、昆明方向普速旅客列车。

成昆铁路多次被中断
奋战近152小时顺利抢修完毕

7 月 28 日以来，成昆铁路沿线持
续遭遇特大暴雨袭击。7 月 29 日，成
昆铁路凉红至埃岱站间、甘洛至南尔
岗站间因暴雨引发泥石流导致线路中
断，经抢修于 8 月 2 日 9 时 31 分开通，
恢复货运列车开行。8 月 4 日 9 时 40
分左右，由于持续暴雨，成昆铁路凉红
至埃岱站间再次发生泥石流水害，约
4000余方泥石倒灌入窄板沟 1号隧道
内，掩埋线路约 1000 米，泥浆最高深
度近 3.5米高，导致线路再次中断。

水害发生后，成铁局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预案，连续克服水害地点现场
天气恶劣、抢修作业面狭窄、大型机械
无法在隧道施工、险情持续发展等诸
多困难，采取人工清理与小型机械相
结合、轨道车转运泥石等措施，先后集
结人员 400 人次，7 台(套)机具投入抢
险工作，累计清理淤泥 2895 立方米，
清理凉红站内侧沟 570米。

8月10日，经过抢险人员日夜连续

奋战近152小时，成昆铁路凉红至埃岱站
水害顺利抢修完毕。8月 10日 18时 25
分，首趟列车 57180次安全通过水害地
段，成昆铁路恢复货运列车运输秩序。

西昌至攀枝花昆明方向
将加开普速旅客列车

根据气象台预报及四川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分析，近期成昆铁路主要经
过的凉山地区仍有持续强降雨，部分
中小河流可能发生明显洪水过程并超
警戒水位，局部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泥
石流灾害。尤其受灾区段左侧牛日河
岸坡垮塌严重，河道多处堰塞处尚未
缓解，部分区段受泥石流冲刷坡面仍
极不稳定，降雨极易发生溜坍，甚至再
次爆发泥石流、堑坡崩塌上道等灾害，
行车安全风险极大。

为确保旅客生命财产安全万无一
失，目前成昆铁路成都至西昌段暂不
安排开行旅客列车，待确认线路条件
能确保行车绝对安全后再全线恢复开
行旅客列车。为满足成都、西昌至昆
明方向的旅客出行需要，成铁局千方
百计挖掘运输能力，重联成都东至昆
明南动车组，加开西昌至攀枝花、昆明
方向普速旅客列车，最大限度方便沿
线旅客出行。

目前，成昆铁路成都至西昌段旅
客列车恢复运行时间尚不明确，铁路
部门请有出行准备的旅客持续关注车
站公告，若有疑问请致电铁路客服热
线咨询。

据四川在线

近日，记者从四川高速公路一支
队四大队获悉，从 8 月 12 日起一直到
11 月 4 日，京昆高速成绵段会进行路
面洗刨换铺和微表处置，对驾驶员的
出行可能会造成影响。

施工期间，施工区域路段将交替
占用小客车道、客货车道和应急车道，
实行单车道通行。成绵高速公路沿线
各收费站、主线天桥设置有施工信息
通告标语，请过往车辆驾驶员注意查
看具体施工信息内容。

同时，施工区域安装有智慧锥形
桶，智慧锥形桶将实时传送施工路段

具体位置、占道区域和拥堵情况，驾驶
员可提前做好出行线路计划。

高速交警提醒，成绵高速公路车
流大，重型货车较多，请广大驾驶员不
要随意变道行驶，保持安全车距，遇道
路拥堵，耐心等候，有序通行。

同时，高速交警将利用全程监控、
路面巡查、群众违法有奖举报等方式，
重点查处超速、疲劳驾驶、违法占用应
急车道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
停车、违法倒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以此确保施工期间的道路安全畅通。

据四川在线

从今年起，我省全面推行企业新
型学徒制，到明年底力争培训 1.5万名
以上企业新型学徒。从 2021 年起，继
续加大工作力度，力争年培训企业新
型学徒 1.5 万人左右。这是记者 8 月
11日从省人社厅获悉的。

企业新型学徒制，是指“招工即招
生、入企即入校、企业与技工院校双师
联合培养”的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学
员既是企业员工，又是学校学生，在企
业和学校都有对应的指导老师。与传
统“师带徒”模式相比，企业新型学徒
制针对性更强，更接近国际技能人才
培养模式。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
新型学徒制以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
动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等人
员为培养对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优先纳入。具体培养对象由企业结
合生产实际自主确定，并由企业与技
工院校、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企
业培训中心等教育培训机构采取企校
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养等模式共同
培养。培养目标以符合企业岗位需求

的中级、高级技术工人为主，培养期限
为 1-2年，特殊情况可延长到 3年。培
养内容主要包括专业知识、操作技能、
安全生产规范和职业素养，特别是工
匠精神的培育。

学徒在学习培训期间，企业按照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工资，工资
不低于企业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企
业按照与培训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约
定，向培训机构支付学徒培训费用，符
合有关政策规定的，由政府提供职业
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承担带徒
任务的企业导师享受导师带徒津贴。
企业职工参加学徒培训合格并取得职
业资格证书，由人社部门会同财政部
门，对企业按规定给予每人每年不低
于 4000元的培训补贴。

近年来，我省紧贴“5+1”现代产业
体系发展需求，实施“天府工匠”培养
工程，大力推进“技能四川”建设。截
至今年 6 月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已
达到 799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149万
人。

据四川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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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一份信任
八旬夫妇守护智障孤女20载

为庆祝建军 92周年，推进双拥模范城创建，日前，由资阳军分区、市文
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八一”送文化进
军营文艺演出在资阳军分区举行，共叙军民鱼水情。 本报记者 唐文瑞 摄

近日，市城管行政执法局资溪执法大队对雁城
鸿丰社区13处违建依法进行拆除，拆违面积达500
余平方米。据悉，由于此处是开放式无物业老旧小
区，居民违规搭建隔间，用于存放杂物，不仅占用了
公共空间，导致小区部分地方“脏乱差”，也存在安
全隐患。 实习记者 黄智微 摄

四川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到明年底力争培训1.5万名以上

●企业新型学徒制：是指“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业与技工
院校双师联合培养”的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
●培养对象：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和
转岗等人员，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优先纳入
●培养目标：以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中级、高级技术工人为主

传真周边

成昆铁路水害地段再次抢通

成都至西昌段旅客列车
恢复时间待定

过往司机注意！

成绵高速路面“美颜”
昨日起实行单车道通行

特殊情况咋抵扣？

速看
个税抵扣正确“姿势”来了！

罗崇珍夫妇对周全嘘寒问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