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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21 日北京
时间 6时，我亲爱的母亲永
远离开了人世……离开的
那么突然，让我们都手足无
措……生命中最难忘的时
间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

早晨起床（布加勒斯特
时间晚北京时间 5小时）接
到姐夫短信，母亲走
了。布加勒斯特中国远
隔万水千山，况且21日
是星期天，还有几个小
时能够买到飞往中国
的机票吗？好在有凤凰
旅行社的帮助，下午 6
点最后一刻拿到了飞
往中国航班的电子客
票，感谢你，小红！

等到上了飞机，夜
晚十多个小时的煎熬
实在难以忍受，一路
上，一想起往事，泪水
便 禁 不 住 漫 过 双 眼
……忆起往事，6 月去
青海采访，我竟然都没
有回家。总是拿着工作
紧张的借口，没有时间
去看望母亲。现在内疚
之情实在无法描述，这
一生可怎么能够原谅
自己啊。

22日下午5点达到
浦东机场，晓林阿亮已
经在出口等候，一路风
驰电掣狂奔 10点终于赶到
家里，家里竟然有那么多
人。大家都在等着我 ，冲进
屋里，亲爱的妈妈竟然离我
们而去了。她静静地躺在席
上，穿着一身崭新的红礼
服，或许，这身衣服是她这
辈子穿的最漂亮和最贵的

衣服了……妈妈啊，您为啥
走的这么急促，为什么连儿
子的最后一眼都不看看呢？
您不是一直挂念的着儿子
么？您不是答应了要等待儿
子的回来么？也不记得自己
是谁了，跪在母亲的身前，
任由泪水哗哗流淌……几

乎 滴 到 母 亲 的 脸 颊
……

从没有想过，这么
残忍的事情竟然发生
在我的身上……从没
有想过，曾经无数次为
之感叹叹息的事情竟
然活生生的就发生在
了自己的身上……命
运竟会如此的开玩笑，
开得我都不敢相信一
切都是真的……一切
宛如梦中……我离开
中国整整20年,没有能
够尽孝侍候您……

看见您的面容，是
那么安详……我知道
您走时没有忍受什么
痛苦……妈妈啊，希望
您在天堂那边，为自己
考虑下吧……不要一
切再想着别人了……
您想吃什么就吃点什
么啊……

妈妈，希望您在
天之灵，安息吧……儿

子会承担照顾爸爸的责任
的……您放心的走吧……

妈妈，您安息……
（文/艾 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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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9日，驻罗马尼亚使馆领
事部在侨胞聚居的红龙市场举办专
题法律讲座，邀请罗知名律师为侨
胞介绍罗新税法修改后的注意事
项。讲座现场气氛活跃，反响强
烈，旅罗各侨团、华文媒体代表

100 余人出席。侨胞们纷纷表示，
通过讲座，进一步增强了法律意
识，及时了解了与日常经营活动最
密切相关的罗法律条款，有助于更
好融入当地社会。

本次讲座系普法系列宣讲活动

的首讲。近期驻罗使馆还将陆续为
广大旅罗侨胞举办有关货物进口、
雇主与雇员法律关系等多个主题等
讲座。

2013年 7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受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的邀请和安
排，罗马尼亚税务官员亲自来到布
加勒斯特华商集中做生意的红龙市
场，面对众多华商一一详解了有关
在罗经商所遇到的税务问题，收到
了很好的效果。

笔者当时在场认真询问了税务
局官员，现就华商比较关注的几个
敏感问题在此做一个描述，供大家
参考。

从 2013年 2月 1日开始，罗马尼
亚实行新的税法后，有几个重大问
题有变化。

1.新注册成立的责任有限公司
（S.R.L）在销售额没有达到65000欧
元之前，只按公司销售货物的数额
缴付3%的营业税，原来的16%利润
税取消不用缴付了。销售额超过
65000欧元后进入缴付 16%的利润
税，3%的营业税就被取消了。二者

不能同时征收。
2.在没有达到65000欧元销售额

之前的新注册公司也取消了增值税，
也就是说，在销售发票上没有了增值
税这一栏，公司销售任何产品不用缴
付增值税了。

3.因为在红龙市场从事商贸的
华商公司基本上都是批发业务，如果
使用没有增值税的销售发票，会造成
前来购买华商货物的罗进货商因为
无法做账抵扣增值税，进货商不愿意
购买没有增值税发票的公司货物，因
此影响了华商的销售。在这种情况
下，有两种选择办法：

A. 可以主动到各个区的财政局
要求申请办理预收增值税的手续。由
公司会计和经理人填写相应的表格，
并同时出具公司营业场所的证明材
料，和接受财政局官员的实地核查
后，可以得到预收增值税的资格，持
相关批文可以购买含有增值税的发

票使用。
B.可以继续使用不含增值税的

发票销售货物，达到 65000欧元销售
额以后可以再办理增值税许可证明。

4.任何公司购买货物必须要事
先查询和了解对方公司是否真实运
转，以及发票是否真实。否则，以后一
旦罗有关方面查出来销售货物的公
司在你购买他公司时已经不运转或
者发票不是真实的，那么不论多久，
购货公司都要承担责任，并被没收
此发票上的金额和罚款。所以任何公
司都要小心谨慎，不要大意图简单，
购买或者使用来路不明的发票，因为
一旦出事，即使你当时不知道，事后
也要面临严重的处罚，得不偿失。

《剑友事务所》愿意协助广大华
商解决相关问题。

地址：红龙 2 MEAGA SHOP 二
楼501办公室。电话0766618968

（旅罗华商 吕剑友）

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日签
署第 637号国务院令，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
境出境管理条例》，新华社
22 日 受 权 全 文 发 布 该 条
例。条例将自今年 9月 1日
起施行。

根据该条例，外国人普
通签证由原来的 8类调整为
12 类。为方便海外华人回

国探亲，条例专门设立了Q
字签证；为了吸引外国高层
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
才，条例则增加了Ｒ字（人
才）签证。中国国务院法制
办负责人介绍，制定条例的
总体考虑是“让不该进的人
进不来，需要管的人管得
住，又要为正常人员往来提
供必要的便利”。

据央视消息，据最新统计，甘
肃定西 6.6级地震已造成 94人死
亡。岷县 18个乡镇 22万人受灾，
紧急转移受灾群众 15万人。初步
估算，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6.4亿元。目前，除了甘肃省政府
下达的 500万元救灾资金，山东
省、江西省、云南省、国家司法部、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腾讯
公司等单位和机构已向定西捐赠
或下达救灾资金2600万元。

另据中新网消息，甘肃省气
象局介绍，24日下午到 25日，甘
肃省岷县、漳县等地将有一次较
大的降水过程。因此，22日到 24
日上午是救援的黄金时期。

交通系统共派出公路应急抢
险队8支530余人赶赴灾区，部分
塌方路段正在进行抢险保通，6条
受损公路已全部抢通。目前，岷县
境内国道 212线、省道 210线、306
线，漳县境内国道212线等主要通
道畅通，没有出现交通拥堵。

甘肃省交警总队启动了应急

机制，印发了对通往岷县地震灾
区抢险救援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的
通告，对国道212线陇南市武都区
至岷县、临洮县至岷县段，省道
306线卓尼县至礼县段，省道 210
线迭部县代古寺至岷县段实行交
通管制，要求社会无关车辆主动
绕行，避开管制线路，主动避让抢

险救灾车辆及车队，保障运送抢
险救灾物资、人员的车辆快速通
过。

为了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定西市水务、国土等部门正对灾
区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全
面排查，安排专人24小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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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地震已致

罗马尼亚税务官员详解华商遇到的问题

新版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条例公布 自9月1日起实施

华人回国探亲 可申Q字签证

驻罗马尼亚使馆为旅罗侨胞举办法律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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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