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的龙川湾是一年中最有韵味的时候，山

花烂漫、桃红柳绿。

龙川半岛的前身是生产建设兵团，当年知青

们栽种的大片树木如今已是林木参天，郁郁葱葱，

当年知青们开挖的蜿蜒曲折的机耕路，如今恰到

好处地在龙川岛中形成了一条九曲回肠的大环

线。春天到时，山环水绕，环境清幽，雅致的山野

小景，特别适合漫步和游走。天鹅、相思鸟、鸬鹚、

野鸭等多种鸟类在“百鸟湖”栖息繁衍，鱼潜鸟翔，

更是游客写真、摄影、拍婚纱照的绝佳天然之所。

景区在原有老知青房、知青楼、食堂、工坊的

原址上修建了“知青史料馆”、“农垦食堂”等，在这

寻觅当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那段特殊的历史，

“吃大锅饭、看老电影、开社员大会”的情景。景区

实行一票制，买一张景区门票，有陆路、水路两种

方式游玩。走累了可以随时上车、上船。车是招

手即停的，也可走水路，去换乘内湖旅游船游湖。

步行、小型机动车、乘船都是不错的选择。

龙川湾千岛湖国际垂钓中心早已经开业，垂

钓水域面积约2000亩，湖岸线长达27km，分四

大钓区，有入口云水钓区、南塘下钓区、70公社钓

区、桑麻钓区，可同时开展千人大型垂钓赛事。众

人期盼中的千岛湖国际禅修中心项目，已进入设

计装修阶段，计划年底前投入使用。

为丰富游客在景区游览内容，景区从3月25

日至 5月 15日将举行“龙川湾七彩湿地生活

节”，有稻草人文化节、七彩风车节、兰花展、手工

豆腐体验季、森林徒步体验游、“丛林处处有惊喜”

丛林捡蛋等系列活动。

龙川湾

春风带来
“七彩湿地生活节”

桂花岛位于千岛湖东南湖

区，旧名龙羊山，相传是龙女牧羊

的地方。因岛上野桂遍地，故名

桂花岛。岛上主要有松林、桂花

和石岩三大景观，每到春天，松林

和野桂林中便出现不少灵动的身

影——那是沉寂整一个冬季的

“孙大圣”们。

桂花岛上的“大圣”们是2013

年经过资源整合，从原中心湖区

猴岛引进的。在这里，可以欣赏

到“猴子学校”的猕猴宝宝们在

“教员”指令下，表演的捡垃圾、擦

地板等环保训练，跳绳、跳高、单

杠、仰卧起坐等简单游戏。

此外，桂花岛的地貌也非常

有特点。桂花岛属石灰质岩溶地

貌，它在自然演变的过程中，造化

出一群“水上石林”，形态各异，层

层叠叠，千姿百态，或似猛兽，或如

刀削，或像石柱，奇妙无比，令人赞

妙称绝。从如雕似琢的怪石林往

湖面开阔处望去，还能看到近处的

蜜山岛，如古代仕女的绣花鞋，精

巧细致；铁帽山外形酷似清代将军

帽，巍峨挺立。奇异的自然生态景

观与深厚的文化内涵在这里和谐

交融。

从千岛湖镇到桂花岛有两种

方式：一是东南湖区旅游码头上

船，途径黄山尖、天池岛和蜜山

岛，最后到达桂花岛；二是驱车前

往石林镇毛竹源码头，到码头乘

游船直接到桂花岛。需要提醒的

是，淳安市民可从东南旅游码头

乘游船游览，享受“淳安人免费游

千岛湖”免费政策。此外，因桂花

岛上放养的猴子较多，野猴性野、

难以驯服，游客不要自带食物喂

猴、逗猴，以免发生意外事故，造

成不必要的人身伤害和惊吓。

桂花岛

野桂林中窥“大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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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三月凝烟处，半晴半雨是江南。惊蛰
已过，当“吹面不寒”的春风拂过绿芽萌动的枝
头，不少人猛然间发现，千岛湖又换上了春装，
处处风姿绰约。“春游”这一词，也倏地从某个
角落蹦出，开始不停在人们眼前晃动。

是该出去走走了！迢迢山水，绿意已渐蔓延。
让我们牵着春风的裙袂，跟着春风的舞步，

赴一场藏在山水之间的春之约。

记者从千岛湖旅游集团了解

到，目前城中湖和画舫船夜游项目，

本地人可享50元/人的优惠票价。

此外，“三八”妇女节当天，这些景点

也有各项优惠，具体为：龙川湾（含

景区内电瓶车）40元/人、石林女性

20元/人、夜游和城中湖本地市民

50元/人、桂花岛50元/人。

优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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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湖探春正当时
春游线路推荐

余少玉（女）遗失淳安县公安局2017
年 3 月 7 日前签发的身份证，证号：
413027198304136026，声明作废。

2017年3月7日

王福娟和周旭军所生婴儿周一凡的出生
医学证明一份遗失，出生证编号：
M330274946，声明作废。2017年3月7日

遗失声明

千岛湖石林景区面积20平方公里，是中国四

大石林之一。其面积之广、规模之大、景观之奇在

华东地区堪称一绝，被称为“华东第一石林”。石

林景区由蓝玉坪、玳瑁岭、西山坪三部分石林组

成，以“幽、迷、奇、险”著称，区内群峰壁立，层峦叠

嶂；“怪石、悬崖、古道、灵洞”等千姿百态的自然景

观尽收眼底。怪石形成的峰林造型奇特，象形奇

石遍布，似人似物、似禽似兽，形成了“狮象守门”

等数百个栩栩如生的独特景观，被旅游界称为“天

然动物博物馆”。

特别是在春天，石林景区四周的群山被春风

染翠，远近衬着各种各样的奇石，更显得古朴之中

带着生机。偶有几枝野花怒放在浩瀚的“石雕”之

中，那便是给这“静止的艺术品”添加上了充满浓

烈生命力的一笔。

千岛湖石林

群山尽翠衬奇石

千年前，伟大诗人李白来到

淳安时曾留下“人行明镜中，鸟度

屏风里”的感慨。而如今，乘坐一

叶扁舟置身春意盎然的城中湖水

面上，也能体会误入“画屏”的感

觉。

城中湖是千岛湖的内湖,以

“湖中有城，城中有湖”的独特景

观闻名，亦有“咫尺西子”之说。

城中湖休闲游依托独特的城湖景

观和便利的交通,成为别具一格

的城市休闲旅游项目。在这里，

不仅能欣赏到山环水绕，星罗棋

布的千岛湖特色景观，在游船上

可免费品尝千岛佳茗，了解淳安

渊源历史。

特别是在春季，春来湖水绿

如蓝，坐在船上远眺，远近的山色

不同，水色也不同，如果此时捧一

杯香茗在手，便能体会“岁月静

安”这四个字的真谛。

城中湖泛舟

误入“画屏”品香茗

春，缓缓而来。它染绿了湖畔柳树，唤

醒了满江渔火。春夜登上画舫，看一轮明

月挂在湖中，更有一种湖上生明月的情境。

夜游项目自2008年推出以来，“赏夜

小镇风情、品千岛湖船菜、看原生态演绎”

就已经成为千岛湖夜游项目的典范和样

板。作为成熟的旅游产品，成为千岛湖旅

游旺季游客最受欢迎的旅游产品之一。在

这个春风拂人的季节里，立于船头看灯火，

更是一种享受。

乘着画舫船从码头出发，慢慢走过月

光岛、龙山岛，再驶向千岛湖大桥。此时，

可以看到千岛湖景观飘带以及千岛湖豪华

五星级酒店灯光打开时的美景；也可以在

船上品味千岛湖船菜，欣赏精彩纷呈的演

出；可以站在古船的甲板上，乘着晚风，看

湖中山影朦胧的岛屿，湖边灯火阑珊的小

镇；也可以和一些人，点一杯茶，说一个故

事，享受这段惬意的好时光。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夜游船上不但能

品尝到杭州G20峰会火爆的美食盛宴，还

能聆听曲艺表演的“高山流水”之声。

千岛湖夜游

春夜船头看灯火

春天是宜于出门的季节，也是蓄力迸

发的季节。从3月18日开始，当你看遍了

千岛湖的山山水水之后，还可以安静地坐

下来，在观看水之灵表演中寄托满腔浓情。

《千岛湖·水之灵》大型常态化演艺节

目，选取了千岛湖的水为主题，以风景如画

的淳安千岛湖为背景，选用了中国武术、杂

技、江南民乐、舞蹈等表演元素，结合了国

内顶尖的创意、舞美、技术及制作团队，充分

展现了千岛湖作为全国旅游名县的独特魅

力。演出拥有目前国内唯一的水舞台，座位

上的观众看舞台，犹如置身一片蓝色的海底

世界，演员们在海底悠然的起舞，配合三面

巨大屏幕的3D展示，千年千岛湖风情在你

眼前活色生香。这场情景交融的视觉和情

感盛宴，一定会让你记忆深刻。

水之灵

遍观山水寄浓情

幸福之家

春江水暖鸭先知

桂花岛

一、国家税务总局及浙江省地税
局近期发布和废止的有关印花税征
管的文件有哪些？

答：为进一步规范印花税管理，

便利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并发

布了《印花税管理规程（试行）的公

告》（2016年第77号）,浙江省地方税

务局发布了《关于发布印花税核定征

收管理办法的公告》（2016年第 21

号），并自2017年 1月 1日起施行。

同时《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扩大印

花税预征范围若干问题的通知》（浙

地税发〔2006〕22号）和《浙江省地方

税务局关于印发<加强印花税征收管

理试行办法>的通知》（浙地税发

〔2002〕94号）第八条规定废止。

二、根据《印花税管理规程(试
行)》要求，纳税人应如何管理印花税
应纳税凭证？

答：纳税人应当如实提供、妥善

保存印花税应纳税凭证等有关纳税

资料，统一设置、登记和保管《印花税

应纳税凭证登记簿》，及时、准确、完整

记录应纳税凭证的书立、领受情况。

三、《印花税应纳税凭证登记簿》
内容包括哪些？

答：内容包括：应纳税凭证种类、

应纳税凭证编号、凭证书立各方（或

领受人）名称、书立（领受）时间、应纳

税凭证金额、件数等。

应纳税凭证保存期限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

规定执行。

四、印花税的征收方式有哪些？
答：1、“三自”纳税（即纳税人自

行购花、自行粘贴、自行划销）。纳税

人书立、领受或者使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列举的应纳税

凭证和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

证时，即发生纳税义务，应当根据应

纳税凭证的性质，分别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所附《印花

税税目税率表》对应的税目、税率，自

行计算应纳税额，购买并一次贴足印

花税票。多贴印花税票的，不得申请

退税或者抵用。一份凭证应纳税额

超过500元的，纳税人可以采取将税

收缴款书、完税证明其中一联粘贴在

凭证上或者由地方税务机关在凭证

上加注完税标记代替贴花。

2、汇总缴纳。同一种类应纳税

凭证，需频繁贴花的，可由纳税人根

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采用按期

汇总申报缴纳印花税的方式。汇总

申报缴纳的期限不得超过一个月。

采用按期汇总申报缴纳方式的，一年

内不得改变。

纳税人应按规定据实计算、缴纳

印花税。

3、核定征收。税务机关可以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印

花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

核定纳税人应纳税额。

五、纳税人有哪些情形，主管地
税机关可以核定征收印花税？

答：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主管地税机关可以核定其应纳税额：

（一）未按规定建立印花税应纳

税凭证登记簿，或未如实登记和完整

保存应纳税凭证的；

（二）拒不提供应纳税凭证或不

如实提供应纳税凭证致使计税依据

明显偏低的；

（三）采用按期汇总缴纳办法的，

未按主管地税机关规定的期限报告汇

总缴纳印花税情况，经主管地税机关

责令限期报告，逾期仍不报告的或者

主管地税机关在检查中发现纳税人有

未按规定汇总缴纳印花税情况的。

六、核定征收印花税如何缴纳？
答：经主管税务机关确定核定征

收印花税的，由主管税务机关向纳税

人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并注明核

定征收的方法和税款缴纳期限。

核定征收印花税的计算公式为：

应缴印花税税额＝应纳税凭证计税项

目金额×核定征收比例×适用税率。

实行核定征收印花税的，纳税期

限为一个月，税额较小的，纳税期限

可为一个季度，具体由主管税务机关

确定。纳税人应当自纳税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填写国家税务总局统一

制定的纳税申报表申报缴纳核定征

收的印花税。

纳税人对主管税务机关核定的

应纳税额有异议的，或因生产经营情

况发生变化需要重新核定的，可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供相关证据，主管税务

机关核实后进行调整。

实行印花税核定征收的纳税人，

对于已核定凭证类型以外的其他应

纳税凭证，仍应按规定据实计算、缴

纳印花税。

关于印花税管理有关政策问答财税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