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家稅務總局10月2日下發通知，部署開展

規範影視行業稅收秩序工作，針對影視行業企業和高收入影視從業人員，對

2016年以來的申報納稅情況進行自查自糾。通知重申，對在2018年12月底

前認真自查自糾、主動補繳稅款的，免予行政處罰，不予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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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消委會：近5成餐館違規設「最低消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香港文匯報記者
昨日獲悉，由粵港澳
大灣區青年行動聯盟
和《中華兒女》雜誌
社共同主辦，廣東省
青年聯合會、香港青
年聯會、澳門青年聯
合會聯合承辦的尋訪
「大灣區青年使者」
活動正式啟動。此次
活動由粵港澳 53 家
有影響力的青年社團
牽頭，面向在大灣區
工作、生活、學習滿
一年的18至 45歲青
年，覆蓋各行各業、
各個領域，通過廣泛
尋訪，着力發現愛國
守法、敬業奉獻、開
拓創新、樂於助人、
致力於融入大灣區建
設發展的青年典型代
表，從而培養、集聚
大灣區建設所需的各
類青年專業人才。
主辦方介紹，為更

好選樹灣區青年榜
樣，粵港澳三地首次
共同組織發起尋訪
「大灣區青年使者」
活動，並都設有工作
機構，發動灣區各界
積極參與、廣泛開展
尋訪工作。活動得到
了聯盟各成員團體的
全力協助。活動採取
推薦及自薦相結合的
形式報名，既可由聯
盟成員、各青年團體
及行業協會推薦，又
鼓勵符合參與條件的
各界優秀青年自薦，

同時也允許外籍人員報名。活
動參與者可於11月2日前登錄
「青年同心圓」粵港澳青少年
交流網站「尋訪大灣區青年使
者」活動專題頁面，按照指引
即可線上完成報名。屆時組織
評審委員會評審，並邀請公證
機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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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央宣傳部等五部門關於對影視行業有
關問題開展治理的部署安排，針對近期查

處的影視行業高收入從業人員偷逃稅等問題，
國家稅務總局要求各地稅務機關在前期工作的
基礎上，按照穩妥推進、分步實施的原則，開
展規範影視行業稅收秩序工作，促進影視行業
健康發展。

明天起進行自查自糾
國家稅務總局通知明確，從2018年10月10
日起，各地稅務機關通知本地區影視製作公
司、經紀公司、演藝公司、明星工作室等影視
行業企業和高收入影視從業人員，根據稅收徵
管法及其實施細則相關規定，對2016年以來的
申報納稅情況進行自查自糾。對在2018年12月
底前認真自查自糾、主動補繳稅款的，免予行
政處罰，不予罰款。從2019年1月至2月底，

稅務機關根據納稅人自查自糾等情況，有針對
性地督促提醒相關納稅人進一步自我糾正。對
經提醒自我糾正的納稅人，可依法從輕、減輕
行政處罰。對違法情節輕微的，可免予行政處
罰。從2019年3月至6月底，稅務機關結合自
查自糾、督促糾正等情況，對個別拒不糾正的
影視行業企業及從業人員開展重點檢查，並依
法嚴肅處理。2019年7月底前，對在規範影視
行業稅收秩序工作中發現的突出問題，要舉一
反三，建立健全規範影視行業稅收管理長效機
制。在規範影視行業稅收秩序工作中，對發現
稅務機關和稅務人員違法違紀問題，以及出現
大範圍偷逃稅行為且未依法履職的，要依規依
紀嚴肅查處。

原無錫地稅數人被問責
另據報道，依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和《稅收違法
違紀行為處分規定》，國家稅務總局責成江
蘇省稅務局對在范冰冰偷逃稅案件中因管理
不力、負有領導責任的相關單位和人員，依
規依紀進行問責：責令國家稅務總局無錫市
稅務局作出深刻檢查，並採取切實措施整
改；對原無錫市地方稅務局局長、現國家稅
務總局無錫市稅務局局長丁源給予行政警告
處分；對原無錫市地方稅務局總會計師、現
國家稅務總局無錫市稅務局總會計師李青給

予行政記過處分；對原無錫市地方稅務局第
六稅務分局局長、現國家稅務總局無錫市濱
湖區稅務局副局長鍾小新給予行政記過處
分，並免去其現任領導職務；對原無錫市地
方稅務局第六稅務分局副局長、現國家稅務
總局無錫市梁溪區稅務局副局長沈治國給予
行政記過處分；對原無錫市國家稅務局第二
稅務分局局長、現國家稅務總局無錫市稅務
局幹部許崇金給予誡勉談話處理；對其他有
關責任人也按規定給予了相應處理。

內地影視業稅收查糾溯至2016年
今年底前主動補繳人員免予處罰 明年3月起開展重點檢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廣東省消費者委員會近期組織暗訪調查了代
表地市100家餐館，發現廣東不僅有近半餐
飲場所仍設置「最低消費」，還有部分餐館
以「服務費」、「包間費」、甚至更貴的
「茶位費」來變相設置「最低消費」。
廣東省消委會昨日發佈《2018年度餐飲場

所收取最低消費及相關問題調查報告》。報
告顯示，截至目前，廣東仍有接近一半餐館
違規設置「最低消費」。在本次抽樣調查的
100 家餐館中，有 47 家設置了「最低消

費」，佔比接近五成，包間「低消」收費幅
度由一百多元到數千元不等，最高達5,000元
（人民幣，下同）。

「低消」設置五花八門
此外，「低消」設置形式五花八門，如一

些餐館根據包間大小或景觀等分別設計「低
消」標準，如「小包間 1,600 元、大包間
2,500元」、「江景房1,200元 、花園房800
元」等等。人均最低消費變化幅度則從80元
到600元不等，最高人均標準甚至超過了部

分餐館的包間「最低消費」。「低消」收費
已不局限於高檔中餐館，西餐廳、火鍋店、
湘菜館、川菜館等均有涉及。
調查發現，有57家餐飲場所還對包間內
收取各種其他費用，佔比接近6成。收費形
式常見的有五種，包括收取「包間費」、
指定消費特定套餐、茶點（一般為高檔或
高價菜品家）、收取比大廳更高的茶位
費、包廂菜式價格比大廳貴、不能享受特
價菜，均有變相收取「最低消費」嫌疑。
其中，廣州的黃埔華苑酒家、海畔漁家，

深圳的勝記、金航中餐廳等既設置包間最
低消費，又收取高價茶位費，菜價也高於
大廳，涉嫌重複收費。
廣東省消委會表示，一些餐飲場所改變

方式收取其他費用，雖法律沒有禁止，但
必須公道合理定價，並盡到主動、全面、
準確告知的義務，充分尊重消費者的選擇
權。下一步，廣東省消委會將整理匯總各
方意見，適時向政府及有關部門反映，推
動廣東加強餐飲執法監督，構建放心舒心
餐飲消費環境。

■■國家稅務總局日前部署開展規範影視行業稅收秩序工作國家稅務總局日前部署開展規範影視行業稅收秩序工作。。圖為在橫店影視城舉行的某圖為在橫店影視城舉行的某
電視劇開機儀式電視劇開機儀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澳台
居民居住證
申領發放辦

法》頒佈以來，受到台灣民眾的
歡迎和好評，卻讓台當局如臨大
敵。民進黨當局不斷惡意指責大
陸發放居住證是「利誘籠絡台灣
民眾」，具有「政治意圖」；並
不斷「提醒」台民眾申領後存在
「可能遭大陸全球課稅、增加納
保負擔及暴露隱私」等問題，直
到恐嚇限縮領取居住證者權利。
一些作為「側翼」的綠營民意代
表甚至提出，要對申領居住證者
做「除籍」處理。

大陸為台胞製發居民居住證，一
方面是落實為在大陸學習、工作、
生活的台胞提供與大陸居民同等待
遇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是採納廣大
台胞的建議，滿足廣大台胞的需
要。被台胞稱為「台胞證2.0」的
居住證，為台灣同胞在大陸乘高
鐵、坐飛機、網購等帶來了升級換
代的體驗和生活便利。台方竟枉指

這一順民意的舉措背後有「政治意
圖」，這種政治解讀自然不會得到
台灣同胞的認同。

暴露「為民眾謀福祉」是假
誠心支持兩岸同胞交流，盡力

造福民眾，才是順民心之應有作
為。與民意背道而馳、恐嚇乃至
祭出懲罰手段阻擋兩岸交流，會
讓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民進黨
為民眾謀福祉是假，為一黨之私
是真；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現
狀是假，製造兩岸對立是真。

一個月前，台灣著名學者胡佛
教授駕鶴西去，各界痛惜不捨。
胡教授生前一直期盼國家統一，
並反覆告誡台灣台面上的政治人
物，若出於自己的認同錯亂或政
治計算而刻意製造兩岸之間的疏
離、敵意與對立，既不負責任，
也極不道德。

哲人其萎，但胡佛教授的真言
值得當年曾受其無私庇護的民進
黨政治人物三思。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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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擬縮持居住證者權利
國民黨批此舉只會加速人才外流 讓在陸打拚台人心寒

不滿賴清德干預環評
詹順貴辭「環保署副署長」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草根影響力

文教基金會昨日公佈針對大陸「31條惠台措施」的
調查結果，54.7%的受訪者認為，該政策對台灣民
眾及產業「西進」具「磁吸效應」；近五成受訪者
表示，如果出現機會有意願「登陸」就業或創業。
這份調查由草根影響力文教基金會委託波仕特線

上市調網（Pollster）進行，以該網站會員為基礎，
搜集了1,100位民眾有關大陸惠及台胞政策的問卷。
調查顯示，與大陸相比，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表

示，台灣所提供的就業發展機會是不充足或非常不
充足的；63%的受訪者認為，台當局提供給青年在
台發展的機會與環境不充足或非常不充足。此外，

還有三成受訪者認為，「31條惠台措施」有助於個
人未來的就學、就業與創業發展。

大陸競爭激烈 應作心理準備
該基金會表示，若要到大陸發展，個人需具備一
定的實力，願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作好面對激烈競
爭環境的心理準備，才有機會獲得成功。大陸惠及
台胞政策對台灣民眾及產業具有「磁吸效應」，也
凸顯台灣的就業創業環境及條件有待改善。目前，
大陸各地推出的政策各不相同，且大陸生活環境與
台灣存在差異，民眾赴陸前應適當評估自身條件與
能力，同時充分了解相關政策。

調查：近半受訪者願「登陸」就業

■調查發現，有三成受訪者認為「31條惠
台措施」有助就學及就業發展。圖為福建一
個設有台灣博士專區的招聘會。 中新社

台灣「立法院」當天邀請陸委會主委陳明
通針對大陸推行居住證議題進行專題報

告。陳明通在會前受訪表示，台灣民眾有在
大陸長期居留的需要，會寬容看待。

欲修法禁報考警察及參選
不過，陳明通在接受「立委」質詢時則首
次表態，稱正在研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修法草案，對於領用居住證者作出一定程度
的權利限縮，台灣民眾若領用居住證，在台
灣不得報考警察並禁止參選。未來也會強化
領用居住證的申報機制，民眾若未在限期內
申報，會處以行政罰款。
國民黨政策會副執行長吳育昇昨日表示，
兩岸開放交流數十年，早已非敵對狀態。居
住證只是居住證明，不牽涉戶籍問題，對於
在陸台人本是一項便利措施，但陸委會卻基
於其「台獨」意識形態，始終抱以對立心態
視之，更不惜想盡辦法採取各種管制手段。
這麼做不僅升高兩岸對抗，更是對兩岸本就
緊張的關係雪上加霜。

籲當局不要再讓民眾為難
國民黨「立委」兼「立法院」黨團書記

長李彥秀指出，目前在大陸的台人大多是
台商及台生，大陸推出居住證，乃至一系

列惠台措施，目的是便利他們的生活與工
作。然而民進黨當局不了解民眾的實際需
要，沒有能力提出具體的因應對策，只能
用管制、限縮權利等近乎閉關的手段回
應，在兩岸關係已經僵化緊張的敏感時機
之下，自我設限的結果不僅不利兩岸經濟
文化的交流，更讓在陸打拚的台人對當局
心寒。

李彥秀也提到，英國牛津經濟研究院調
查報告已經指出，人才外移加上吸引不到
人才來台，2021年的台灣，可能成為全球
人才供需失衡最嚴重的地區。大陸吸引台
灣人才早已不是新聞，但兩岸並非「零和
遊戲」，她呼籲民進黨應該認真思考檢
討，如何創造更好的環境吸引人才，而不
是一再讓民眾為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大

陸委員會（下稱陸委會）昨日針對大陸推

行台灣居民居住證（下稱居住證）議題

稱，正研議修法禁止領用居住證者在台參

選的權利。中國國民黨對此批評，民進黨

當局一意孤行升高兩岸對抗，只會讓台灣

人才加速外流。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
報道，台灣「環境保護署副署
長」詹順貴昨日在臉書（face-
book）發表辭職聲明，表示已於
9月13日自行將辭呈送交台灣行
政事務主管機構。詹順貴在聲明
中表示，在審查第三天然氣接收
站開發案環評大會前提辭呈，可
想見外界可能多有聯想，但他不
是要藉辭職對開發案的實質內容
表達意見。

不過，詹順貴在聲明中直接抨擊
台灣行政事務主管機構負責人賴清
德過度干預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環評
案。他指出，攸關第三天然氣接收
站的工業區、工業港環境評估、因
應對策，因為賴清德「過度期待」
的發言，造成部分環評委員退席抗
議，接着又被迫過於密集加排環評
大會，讓委員更加不滿；不僅環評
制度公信力盡失，甚至連正常運作
都有困難。

■國民黨批評陸委會對居住證採取管制手段會升高兩岸對抗。圖為三名領取到居住證的女生
高興地自拍。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