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吴小安 责任校对：袁金秀
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

电话：8282179 邮箱：jdzrbjlb@163.com

综合综合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江西京天律师事务所万小荣 电话：8569802 13657988888 社 址：广场北路501号 邮政编码：333000 承印：景德镇日报印务出版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赣第00309号
新闻采编中心:8281661 8284418 专版专题中心:8281160 总编室:8282024 办 公 室:8281493 广告发行中心:8288846 8282179 声明:本报记者稿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本报讯（汪琳 米兰）日前，一位年轻女孩小区救人
的视频在很多市民的微信朋友圈转发，大家纷纷点赞
女孩为瓷都“最美女孩”、“最正能量女孩”。

看过这段视频的市民开始打听，救人的女孩到底
是谁？经过了解得知，危急时刻伸出援手的女孩是我
市二医院的95后女技师——放射科的江蕙仪。

当日上午10点半左右，下夜班的小江回家，顺带给
家里买了菜，刚准备休息，就听见外面传来嘈杂的呼
喊：“有人晕倒了，快点救人！”“快打他家人电
话！”她立刻跑到阳台察看，只见20多米外的
小区运动场上围了一群老人，隐约看见有
一个老人躺在地上。出于职业的本能，江
蕙仪穿着拖鞋便跑下了楼。

当时倒地的老人正口吐白沫，双眼
翻白，围观的老人们惊恐万分。小江立
即让周围的老人拨打120，并帮助联系其
家人，一边询问周围熟悉老人情况者，其
是否有特殊病史。她俯身听了听老人的呼
吸，又探摸老人的颈动脉，确定老人呼吸微弱
失去意识后，迅速解开了老人的围巾和衣襟，进行胸
外按压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在连续做了几分钟后，
老人终于大吸了口气，并逐渐苏醒。看见老人有意识
了，小江又立即为老人盖上棉衣，围上围巾，陪伴着老
人，一直到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并协同把老人抬上
车，她才离开。

小江热心救人的视频被围观的老人用手机转发
后，小区的居民纷纷转发，并四处打听救人女孩是谁，
获悉在二院工作后，把视频转给二院的一位医生，大家
才得知小江的工作单位和科室。

事发第二天上午，多路媒体记者在小江科室见到
了这位救人的女孩。女孩长得清清瘦瘦的，叫江蕙仪，
是一位95后，在学校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7年9月

刚刚进入二院工作。
科室主任王自立告诉记者，小江平

时就是个正能量满满的女孩，工作很踏
实，平时话不多，轻言细语的，对病人态
度特别好，经常会提醒做完检查的患者不

要遗漏物品。
科室的90后同事吴思雨评价小江“是一个

很有爱心的女孩”，上班看见走廊里行动不便的患者，
会主动搀扶，在大街上还经常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过
马路。

小江对自己救人之举看得很平常，只说是职业本
能。她说，自己在大学就参加了红十字会救护培训，还
考取了急救证，医院岗前培训也学了救护培训课，但用
于救人还是第一次。对于医生这门职业，她认为“是一
份要比普通人有更多一点使命感和责任感”。

救死扶伤是医护人员的天职，即使脱下白大褂，也
依然怀着那份初心。95后女技师小江看似偶然的救人
之举，也许正是一种必然！

为市二院最美女技师点赞！
图为当时视频截图和小江工作照。

小 区 救 人 视 频 全 城 关 注
救人者为市二医院女技师

被救老人已无生命危险

本报讯 （汪琳 米兰） 天寒地
冻，流感高发，我市各大医院患者爆
满，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因流感等呼吸
道疾病，就诊人数剧增。二院医护人
员加班加点应对激增的患者，持续高
强度的工作压力，让一些医护人员陆
续病倒，但只能带病坚守岗位。

医院为让一线医护人员增强抵

抗力，调集中医科主任潘华调配药
方，中药科加班熬制防病饮剂，医院
工会连续数天将热气腾腾的中药汤
剂送到一线医护人员手中。

一袋袋温热的汤剂获得了一线
医护人员纷纷点赞：太暖心了。不分
节假日甚至带病坚守岗位的医护人
员也获得患者点赞：二院可爱天使！

流感高发患者爆满 医护人员带病坚守
二院为一线人员熬制防病中药饮剂

2018年1月1日起，我国首个以
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绿色税种——
环境保护税正式施行，以此取代了
施行近40年的排污收费制度。环
保税按季申报缴纳，2018年 4月 1
日至15日将迎来首个征期。

环保税如何征收？税率如何
确定？对哪些行业影响较大？针
对各界关心的问题，财政部、税务
总局、环保部有关负责人接受了记
者采访。

地方税额明确
北京按最高限征税

开征环保税一个重要原则是
实现排污费制度向环保税制度的
平稳转移。业内最关心，这税怎么
收？

根据环保税法，环保税的征税
对象和范围与现行排污费基本相
同，征税范围为直接向环境排放的
大气、水、固体和噪声等污染物。
其中，大气污染物税额幅度为每污
染当量1.2元至 12元，水污染物税
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 1.4 元至 14
元。

据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
介绍，目前，除西藏自治区外，各省
区市均已按法定程序出台了本地
区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
具体适用税额。

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浙
江、安徽、福建、江西、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等12个省份按低
限确定税额，其大气、水污染物税
额分别为每污染当量 1.2 元和 1.4
元。

山西、内蒙古、山东、湖北、湖
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等１２个省份税额处于
中间水平，其大气污染物税额在每
污染当量1.8至3.9元之间，水污染
物税额在每污染当量2.1至3.5元之
间。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
河南等6个省份税额处于较高水
平，其大气污染物税额在每污染当
量4.8至 1.2元之间，水污染物税额
在每污染当量4.8至1.4元之间。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

司司长蔡自力介绍，环保税实行
“国家定底线，地方可上浮”的动态
税额调整机制。以环境承载能力
较小的京津冀为例，北京市按最低
税额标准10倍的最高上限确定税
额，其大气、水污染物税额分别为
每污染当量12元和14元；河北则按
照最低税额标准8倍确定了环北京
13个县的大气和水中主要污染物
的适用税额。

此外，江苏也在省内不同区域
确定了差异化的税额，内蒙古、上
海、重庆、云南４省区市税额采取
分年逐步提高到位方式。

王建凡说，总的来看，各地出
台的税额统筹考虑了本地区环境
承载能力、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济
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有利于发
挥税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调
控作用。

“绿色指挥棒”发力
甲醛按24倍征税

“开征环保税的环保意义大于
财政意义。”王建凡说，环保税主要
目的是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环保税
法总则第一条就写明立法宗旨，开
征环保税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环
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环保税的收入规模在税收总
收入中占比很小，开征环保税不是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构建绿色
税制，发挥税收‘杠杆’调节作用，
引导企业既算经济账，也算环保
账，助力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总目
标。”蔡自力说。

王建凡说，环境保护税以污染
物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多排污多
缴税、少排污少缴税”，并对降低排
污浓度的企业给予减免税优惠，这
一机制可以促使环境外部成本内
生化，倒逼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
型升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
方式转变。

以大气污染物为例，排放等量
但具有较高危害性的“甲醛”所要
缴纳的环保税是普通“烟尘”的24
倍。

蔡自力解释说，环保税针对不

同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设置差别
化的污染当量值，实现对高危害污
染因子多征税。这种政策处理，有
利于引导企业改进工艺，减少污染
物排放，特别是高危污染物的排放。

已确认33万户纳税人
征管新机制护航“绿色税收”

环保税虽规模不大，但制度转
换难度大。环保税法确定了“税务
征管、企业申报、环保监测、信息共
享、协作共治”的征管新机制，为部
门间合作提供了良好范例。

王建凡说，从实际情况看，环
保税征管相对复杂，对污染物排放
监测专业技术要求高，需借助环保
部门的污染物监测管理能力，税务
机关与环保部门的工作协作配合
是否顺畅，关系到环保税法的实施
效果。

“排污费征收38年来，累计向
1380万户排污单位收费共计3169
亿元，用于筹集污染防治资金，为
加强环境保护发挥了作用。”据环
保部环境监察局副局长夏祖义介
绍，目前，各地环保部门已完成全
部历史涉税数据向地税部门移交
工作。

蔡自力说，各级地税机关已据
此初步识别和确认环保税纳税人
33万户，并初步建立了环保税税源
数据库。

“我们在设计表证单书时，较
原征收排污费减少了2／3的申报
表单及数据项，大幅减轻了纳税人
申报负担。”蔡自力说，环保税法明
确了纳税人的自行申报义务，有利
于增强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税
务部门会同环保部门开展联合辅
导和重点辅导，确保纳税人“懂政
策、能计算、会申报”。

据了解，在环保税首个申报缴
纳期之前，各级财政、税务、环保等
部门将进一步做实做细相关准备
工作，确保征管工作有效有序进
行。进一步细化明确有关政策，为
纳税人提供更加细致地辅导和服
务，切实加强部门协作配合，提升
污染物排放监测能力和水平。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环保税来了，究竟影响几何？
——权威部门详解我国首个绿色税种征管新规

新华社记者 郁琼源

招商银行景德镇分行社会招聘启事

应聘者扫描以下二维码下载《招商银行景德镇
分行求职登记表》，填写后发至zjq0620@cmbchina.
com 邮箱，报名截止时间为2018年1月31日。

（一）应聘人员请按应聘岗位投递简历，简历
内容要求真实有效；如有虚假信息，申请人将会被
取消申请资格；

（二）经审查符合条件者，本行将另行通知笔
试、面试事宜；

（三）应聘人员材料本行将慎为保管，代为保
密，恕不退还；

（四）本次招聘工作地点为景德镇市。

联系人：周先生（0798-8579005；18827911810）
黄小姐（0798-8570158；13237088280）

通讯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瓷都大道
968号

邮编：333000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二、报名方式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岗 位 要 求

（1）40周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
（2）3年以上银行相关管理经验，能熟练运用WORD等文字处理系统；
（3）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良好的协调能力、组织管理能力。

（1）40周岁以下，金融经济或营销类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5年以上银行工作经历，3年以上公司银行相关管理经历；
（3）对信贷风险控制具有较准确的判断力；具有较强的市场信息分析能力，对行业市场、行业风险控制有一定研究；
（4）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市场开拓能力，能独立带领团队进行市场营销工作。

（1）40周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5年以上银行工作经历和3年以上相关管理经历；
（2）熟悉宏观政策、经济形势与行内制度，了解当地相关政策与市场情况；
（3）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备胜任领导工作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有较强的开拓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

（1）年龄35周岁以下，金融、经济、金融工程、信息科学、数学等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5年以上银行业相关工作经验，具有银行计划财务条线工作经验者优先；
（3）具备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精神、良好的沟通能力、较好的文字表达和分析归纳能力，能承担较大的工作压力；
（4）熟悉银行经营管理，熟悉银行产品特性及核算办法；
（5）了解银行计划财务管理的相关理论和技术，掌握计划财务某一领域的管理技能。

（1）30周岁以下，金融、经管、市场营销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2年以上银行公司客户经理工作经验；
（3）了解市场营销、金融产品运用相关知识；
（4）具备良好的抗压、组织协调、沟通及开拓创新能力。

（1）35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对各类统计方法有较深认识，数学、统计、数理统计等专业背景者优先；
（2）2年及以上工作经验，对数据敏感，有较强的学习总结和逻辑思维能力；
（3）工作主动性强，积极向上、要求进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4）熟悉零售相关信贷产品的基本业务；

（1）28周岁以下，金融、经济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1年以上银行柜面工作经验，熟练掌握储蓄、会计相关规章制度与业务流程，掌握反洗钱相关基础知识；
（3）仪表端庄、品行端正，具备较好的个人素质、服务意识和团队意识。

（1）25周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2）形象气质佳，沟通能力强，有较强的客户服务意识；
（3）懂陶瓷行业的优先。

招 聘 岗 位

（一）分行综合管理部负责人

（二）分行公司银行部负责人

（三）支行负责人

（四）财务管理岗

（五）公司客户经理

（六）贷后管理岗

（七）综合柜员

（八）市场拓展客户经理助理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二、报名方式二、报名方式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二、报名方式三、注意事项

四、联系方式

招商银行是我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
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深圳，先后在上交所和
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立30年来，招商银行始终
坚持“因您而变”的经营服务理念，已成长为中国
境内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商业银行之一。在英国权威
金融杂志《银行家》公布的2016年全球银行品牌500
强中，招商银行品牌价值位列全球第13位；在《财
富》世界500强榜单中，招商银行连续5年强势入
榜，2016年名列第189名；在2016年商业银行稳健发
展能力“陀螺”评价体系中，招商银行更是位列全
国性商业银行综合发展能力评价第一名。招商银行

业务发展和经营特色也深得国内外机构的认同，英
国权威金融杂志《银行家》就把 “2016年中国年度
银行”大奖授予了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南昌分行成立于1998年5月，是直属
总行的一级分行，下辖38家营业机构，员工总数
1800余人。南昌分行四次被招总行评为“全国优秀
分行”，多项业务指标在系统内排名前列，连续5年
被《当代金融家》评选为“最具创新精神分行”“支
持中小企业最佳分行”“最佳风险控制奖”。成立19
年来，南昌分行充分发挥机制活、服务优的特点，
已经成长为江西当地市场份额和业务规模最大、机

构网点和员工人数最多、支持地方经济和服务能力
最强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南昌分行始终坚持

“以员工为本”的人力资源发展理念，具备科学合理
的人才培训体系，给予员工在职业通道选择上充分
的自主权，积极搭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人才发展平
台，充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潜能。

招商银行景德镇分行成立于2016年 1月 16日，
系景德镇市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现有61
名员工，共有2家分支机构——分行营业部和城东支
行，其中城东支行系景德镇分行第一家综合性支
行。作为新建机构，招行景德镇分行按照总行“一

体两翼”的转型发展战略，不断将改革转型纵深推
进。截至2017年11月末，景德镇分行各项存款余额
28.2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9.16亿元；AUM总资产余
额为9.1亿元。针对景德镇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地区特
色，招行景德镇分行通过组织陶瓷大师作品巡展和
原创陶瓷艺术大赛等活动，积极构建“文化金融”
理念，逐步走出一条极具差异化的发展之路。2016
年，景德镇分行荣获“新锐二级分行”等荣誉。

现因业务发展需要，诚邀有志于招银事业、勇于
接受挑战、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加盟。一经录用，即
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和完善的福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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