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情况下境外
单位为境内企业提供
服务需要缴纳企业所
得税？

Q：近日，某境外单位为宁
波保税区一家企业提供了技术咨
询服务，该企业负责人向国税部
门咨询，这家境外单位是否需要
缴纳企业所得税？

A：宁波保税区国税局收入
核算科负责人张敏表示，根据

《非居民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
务税收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提
供劳务是指在中国境内从事加
工、修理修配、交通运输、仓储
租赁、咨询经纪、设计、文化体
育、技术服务、教育培训、旅
游、娱乐及其他劳务活动；非居
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作业
或提供劳务项目的，企业所得税
按纳税年度计算、分季预缴，年
终汇算清缴，并在工程项目完工
或劳务合同履行完毕后结清税
款。

张敏表示，根据规定，非居
民企业为中国境内客户提供劳务
取得的收入，凡其提供的服务全
部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应全额在
中国境内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凡其提供的服务同时发生在中国
境内外的，应以劳务发生地为原
则划分其境内外收入，并就其在
中国境内取得的劳务收入申报缴
纳企业所得税。

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对
非居民企业境内外收入划分的合
理性和真实性有疑义的，可以要
求非居民企业提供真实有效的证
明，并根据工作量、工作时间、
成本费用等因素合理划分其境内
外收入。如企业不能提供真实有
效的证明，税务部门可视同其提
供的服务全部发生在中国境内，
确定其劳务收入并据以征收企业
所得税。

因此，非居民企业为境内企
业提供咨询服务，属于上述规定
情形的，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记者董娜 通讯员陈海雁）

“营改增”后按
经费支出换算收入方
式核定非居民企业应
纳税所得额计算公式
有变化吗？

Q：宁波保税区一家企业负
责人向保税区国税局咨询，“营
改增”后，按经费支出换算收入
方式核定非居民企业应纳税所得
额的计算公式有变化吗？

A：宁波保税区国税局政策
法规科负责人韩伟帅表示，根据
相关规定，自 2016 年 5 月 1 日
起，按经费支出换算收入方式核
定非居民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
算公式主要有三处修改，请企业
仔细对照调整。

第一处修改涉及《外国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税收管理暂行办
法》，其中第七条第一项第 1 目
规定的计算公式修改为：应纳税
所得额=本期经费支出额/(1-核
定利润率)×核定利润率。

第二处修改涉及《非居民企
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
其中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计算公
式修改为：应纳税所得额=本期
经 费 支 出 额/（1- 核 定 利 润
率） ×核定利润率。

第三处修改涉及《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表〉 等报表的公告》，其中附件
6第七条第13项的计算公式修改
为：换算的收入额=经费支出总
额÷ （1-核定利润率）。

（记者董娜 通讯员蒋军）

发现四明
搭好博物大舞台

“探索四明山自然秘境 12
年，拍到过的野生鸟类已超过
400 种。唯有一种鸟，尽管已邂
逅好多次，但每次相遇仍能让我
心跳加速、激动不已。”说到这
里，宁波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
会长张海华眼睛亮亮的，满满的
都是向往。“这不仅仅因为它可
爱，更因为它的神秘，它的若即
若离。”张海华念念不忘的“神
秘鸟”就是鼎鼎大名的“短尾鸦
雀”，属全球性易危鸟儿，2008
年由张海华在四明山首次发现，
开创浙江鸟类新纪录。

四明山深处的竹林里，几年
前才在浙江境内首次发现的短尾
鸦雀，成群结队，用又短又厚的
嘴啃咬细竹枝；半山腰的密林
中，罕见的野生动物豹猫移动发
出的树枝摇晃声响清晰可闻；在
崖壁上、在森林里，蓝翡翠、斑
姬啄木鸟、红尾水鸲、雕鸮追逐
打闹，在河谷、溪涧中，镇海林
蛙、天台粗皮蛙慵懒地享受午后
时光……

人迹罕至处，野花绵延不
尽，金兰、大花无柱兰自在盛
开；斑叶兰身段妖娆、曲线优
美，远看如一串千纸鹤振翅欲
飞，近看花葶上，每一朵洁白的
小花,都像一只胖嘟嘟的雏鸟,呆
萌可爱。

一张张摄自四明山的自然摄
影作品，配上张海华生动的讲
述，将人带入一个奇妙的生物世
界，也让人得以从摄影美学的角
度重新发现四明。

“众多的峡谷与溪流，孕育
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但紧接
着，张海华话锋一转，无比惋惜
地感慨，事实上，跟历史上比，
四明山的生物多样性已经大幅度
退化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四明山
区的花木产业逐渐兴起，并迅速

扩大，高峰时期面积达 11.4 万亩。
区域内 80%的农户从事花木行业，
平均亩产近万元。全国近七成的樱
花、红枫苗木出自四明山。然而，
花木产业的快速发展一度导致四明
山区域毁林开垦现象蔓延。

花木产业带来的巨大收益背
后，是水土流失、水源污染、自然
景观破碎化、生物多样性下降等一
系列问题。幸而，改变已经发生。

2013 年以来，市政府出台了
《关于严禁四明山区域毁林开垦、
切实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的决定》，
采取“禁止”“修复”“保护”“转
型”四措施，划定四明山约六成的
林地为严禁开发区。自此，有序清
退、生态修复开始成为四明山区的
关键词。

“保护始于关心，关心始于了
解。”张海华代表宁波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发声，建议对四明山生态进
行调查摸底。比如宁波还有多少野
生的石豆兰、铁皮石斛、中华水
韭，有多少宁波角蟾这类神奇的全
球新发现物种？他提出，利用调查
掌握素材，运用新闻、出版、文
创、生态旅游导赏，搭好博物大舞
台，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

在《沙乡年鉴》中，美国著名
生态学家、环境保护主义先驱奥尔
多利奥波德曾发出这样的呐喊，

“荒野不是无用的代名词。”而作为
自然摄影家，张海华呼吁四明山未
来“多一点荒野保育，少一点开发
利用”。

通往绿色的路很长，但值得
走，也必须走！

统筹四明
做好山水大文章

四明山在宁波涉及余姚、奉
化、海曙三个地区，既是山区、老
区，也是我市相对欠发达地区，一
半以上乡镇街道属于宁波“16+
3”欠发达区域，涉及 202 个村，
近30万人口。

“早在 2010 年，我市就制定
《四明山区域发展规划纲要》，并出
台产业、城镇、基础设施等 5个系
列专项规划，指明发展方向，拉开
了保护开发建设四明山的大幕。”
市政府咨询委统筹城乡部部长戴国

华一开口就道出了四明统筹发展的
“前世”。

为更好地适应四明山区域的发
展变化，2015 年起，我市对规划
纲要和各专项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
了全面评估。2015 年初，市委市
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四明山区
域生态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四
明山区域生态发展的指导思想、主
要目标、重点任务及保障措施。市
级相关部门分别牵头制订出台了四
明山区域旅游发展、环境保护、下
山移民、森林美化等 4 个实施细
则。

为切实加强统筹管理力度，
2015 年，我市成立了市四明山区
域生态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政
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市政府分管领
导兼任办公室主任，市级 24 个相
关部门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在市
发改委设立四明山区域办，由一名
副局级领导担任专职副主任，办公
室成员由市级相关部门抽调，集中
办公。

余姚、奉化、海曙一市两区也
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设立区
域办。基本形成市县两级统筹协
调、联动推进的工作格局。

规划先行、政策完善、组织保
障，四明一张蓝图绘到底，合力推
进山区振兴。

振兴四明
文旅生态大合唱

古庙、古桥、古民居……四明
山下，白云桥上，青山在望，绿水
潺潺，脚下，蓝绿色的晓鹿大溪，
澄澈见底，令人心醉；抬头，村落
俨然，白云悠悠。不远处的汀步
上，几名游客手持相机，将这烟迷
绿水的乡愁，凝成了一幅水墨。

视线拉远，夜幕降临，梦回溪
口。在溪口看夜戏，有个人人皆知
的好去处，溪口武山庙古戏台。一
出戏，一座庙，一方景。灯光一
打，现代的 LED 大屏化为幕布，
扮相精美的演员，出将入相，次第
登场，采茶舞曲、弥勒文化……古戏
台上，一幅幅四明风情画卷在徐徐
展开。自 2014 年 12 月 28 日正式推
出以来，武山庙戏演出已近千场。本
是为溪口旅游搭的一台大戏，如今
已成为一道共享的文化大餐。

当全域旅游的号角吹响，四明
大地早已先行一步，变“旅游+”为

“+旅游”，让成果惠及全体居民。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

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为农村发展擘
画了宏伟而美好的蓝图。”省政府
咨询委研究员、省农科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副所长胡豹将着眼点放在

“振兴”，他说，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全域旅游是四明振兴一个重
要解题思路。”他认为，四明山应
率先践行绿色生态发展理念，强化
主体功能分区的基础作用，依托山
水人文资源独特优势，为四明旅游
增光添彩。另外，严格保护重要生
态空间，加强绿色生态安全体系建
设，推动环境联防联治，优化国土

空间开发格局，全面推进绿色生态
城市建设，打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相协调、人文魅力和水乡特色相
融合的绿色生态发展示范区。

胡豹提出了一套全域生态环境
整治的“组合拳”，包括推出一批
美丽乡村精品村、规划建设若干条
美丽乡村风景线、塑造四明山区的
文化品牌和人文精神，进而经营美
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并且植入
创意元素，强化体制机制改革，激
发发展新动能。

“夯基础、育明珠、建绿廊、
塑文化、拓钱景、思创意及抓改
革。”胡豹建议“七剑下四明”促
进四明山区全面振兴。

展望四明
高质量生态重构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强调，要推动高质量发展，科学制
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浙江财经大
学东方学院文化创意实践中心主任
唐武峰指出，“生态保护绝不等于
发展停滞，而是寻找经济发展和生
态保护的最大公约数。”

从悄然不语的绿水青山到叮当
作响的“聚宝盆”，对于玩转“绿
色经济”的宁波人来说，“绿水青
山”的意义不仅在“守”，更在于

“用”。
"这片石斛基地，就是源于四

明山的一次偶然发现。"似乎是回
应张海华的四明“发现”，香泉湾
负责人姚国祥望着身后数万个玻璃
瓶中的培育苗，感慨万千。2012
年，他和朋友在余姚鹿亭乡上庄村
登山时，无意中在峭壁上发现了一
株野生石斛，开启了一次成功的跨
界投资。

姚国祥在“仙草”的发现地投
建了现在的香泉湾，除了树上移栽
的数十万株铁皮石斛，还有约 8万
株 育 苗 分 别 移 栽 在 2000 个 木 桩
上，勾勒出一条靓丽的生态风景
线。如今，四明山发现的种源最终
回归四明，并以仿野生种植的方式
繁衍生息。据了解，这里所产的仿
野生铁皮石斛有效含量高于国家标
准80%以上，并一次性通过了香港
中医药标准SGS检测。

“四明山有着丰富的物产资源，
但如果只打资源牌，或者单打独斗，
不足以在市场上引起关注。我们需
要抓住消费者的心，构建与消费者
的关系链。这个关系链有多长，就能
增加多少资源经济价值。”浙江财经
大学副教授唐武峰以“丽水山耕”等
几个成熟品牌为例，建议四明山区
域统一推广“四明山”品牌，共同打
响“四明山”品牌。

“蓝蓝的天，清清的水，甜甜
的空气，远远近近的山峰，岗峦叠
嶂，天际线高低不同，参差错落
……这些都是宁波的四明乡愁。”
戴国华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和谐共
生。新常态下，以生态发展为主
题，谋划四明山区域新一轮发展，
是市委市政府着眼于区域统筹的长
远大计，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
断的宁波行动。

破解四明山生态发展破解四明山生态发展““密码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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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秘境，大美不
言。如何处理保护与开
发的关系，全面统筹发
展，使四明山形成生
态、生活、生产“三合
一”协调发展的良好状
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乡村振兴战略，让四
明山迎来了前所未有、
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
期。上周五，宁波市四
明山区域生态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宁波
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举办
“四明振兴：新时代山
区生态发展之路”论
坛，邀请省农科院、浙
江财经大学、市政府咨
询委员会及市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多名专家齐聚
四明山，围绕“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共同探讨四明振
兴之路。

四明山风景怡人。

图为“四明振兴：新时代山区生态发展之路”论坛现场。 （单玉紫枫 摄）

在 《 沙 乡 年

鉴》中，美国著名

生态学家、环境保

护主义先驱奥尔多

利奥波德曾发出这

样的呐喊，“荒野不

是无用的代名词。”

而 作 为 自 然 摄 影

家，张海华呼吁四

明山未来“多一点

荒野保育，少一点

开发利用”。

从悄然不语的

绿水青山到叮当作

响的“聚宝盆”，对

于 玩 转 “ 绿 色 经

济 ” 的 宁 波 人 来

说，“绿水青山”的

意义不仅在“守”，

更在于“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