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日前，
記者從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廣電總局、國
家電影局了解到，為深入貫徹落實中央宣
傳部等五部門關於治理影視行業天價片
酬、「陰陽合同」偷逃稅等問題通知要
求，從今年10月開展規範影視行業稅收
秩序工作以來，相關部門依法依規開展工
作，加強政策宣講，做細告知輔導，幫助
納稅人做好自查自糾工作。目前，規範工
作開展有序，影視企業及相關從業人員認
真自查自糾、主動申報納稅。
相關部門負責人指出，國家支持影視

行業健康發展的方向不會變，稅收促進影
視行業健康發展的政策不會變，而且將在
規範管理的同時，進一步服務和支持影視
行業加快發展。
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廣電總局、國家

電影局有關負責人重申，根據稅收徵管
法及其實施細則相關規定，對自查自糾
並到主管稅務機關補繳稅款的影視企業
及相關從業人員，免予行政處罰，不予
罰款。希望廣大影視企業及從業者能以

本次影視行業規範為契機，主動對照稅
收法規，認真開展自查自糾，並以此規
範企業及從業者涉稅業務，努力做守法
誠信的納稅人。
按照稅法規定，個人從事影視、演

出、廣告等方面的收入應當按勞務報酬等
所得項目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對於過去
部分工作室將影視人員個人勞務報酬等收
入混入工作室經營收入的，三部門有關負
責人表示，應當實事求是加以區分。其中
屬於工作室提供輔助服務的經營收入，過
去已按核定徵收方式徵稅的不予調整；其
他影視人員個人勞務報酬等收入，由影視
人員個人據實申報，自查自糾。
據統計，今年7月以來，全國影視企業

注銷數量保持平穩，新增註冊影視企業數
量呈上升態勢，影視業創作生產數量與質
量穩步提高，這反映了當前我國影視行業
穩定發展的良好態勢。業內專家表示，規
範稅收秩序，有利於提升影視行業在薪
酬、資本、核算等財務方面的管理水平，
必將促進我國影視業健康發展。

規範影視行業稅收秩序有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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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播出第七集《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和
第八集《知識改變命運》。這兩集分別講
述了從「物資短缺」到「產品豐富」，以
及聚焦恢復高考和科技創新，以恢復高
考、海歸創業、重載火箭研製團隊等故
事，呈現40年來中國從科教興國到建設創
新型國家，科技成果不斷湧現的同時努力
攻克短板的艱難歷程。

消費從生存型轉向發展型
曾經的糧票、布票、油票、肉票等是一

代人的記憶，它們記錄着物資短缺時代裡
的生活困境。改革開放40年，中國人徹底
解決了「物資短缺」問題，如今的生活可
以說是「產品豐富」，國外的龍蝦已經進
入了中國人的餐桌。
家裡的「大件兒」也一直在變化。上世

紀70年代，手錶、自行車、縫紉機、收音
機，「三轉一響」是每個新娘羨慕的彩
禮；上世紀80年代，流行的是洗衣機、冰
箱、電視「三大件」；如今，手機、電腦
和汽車紛紛進入尋常百姓家。
第七集《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以人們

衣食住行的點滴變化，講述了從計劃經濟
到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跨越
過程，中國人徹底告別了憑證憑票定量供
應的物資短缺時代，正在從生存型消費向
發展型消費轉變，普通人的生活過得紅紅
火火，並為創造未來更加美好的新生活而
努力。

知識改變命運 創新贏得未來
第八集《知識改變命運》則聚焦恢復高

考和科技創新。2018年，有975萬學子走
進了高考考場。然而40年前，關閉十年之
久的高考大門才剛剛重新打開。
在那個年代，除了全日制高等學校，還

有電大、夜大、函大，渴望知識的人們坐
滿了每一間課堂。一個個考場走出一批批
人才，一批批人才支撐起中國科技的騰
飛。40年間，中國培養的大學生累計超過
1.2億人，這是中國推進改革開放、建設現

代化國家的能量之源。
在人才強國戰略下，40年間，中國的科

技成果不斷湧現。本集紀錄片以重載火箭
研製團隊、「蛟龍號」載人深潛器、格力
自主創新等故事，呈現40年來中國從科教
興國到建設創新型國家，科技成果不斷湧
現的同時努力攻克短板的艱難歷程。
如今，中國的科技進步貢獻率已經從40

年前的16.5%增長到如今的57.5%。而40
年科技進步的經歷，讓中國人更加懂得，
不能總是用別人的昨天，來裝扮自己的明
天。只有不斷創新，才能贏得光明的前景
和世人的尊重。

第七、八集

衣食住行折射巨變 人才撐起科技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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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科技與經濟深度融合
主持召開國家科技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國務院總理、國家

科技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

主持召開國家科技領導小

組第一次全體會議，研究

國家科技發展戰略規劃、

促進創新開放合作，推動

落實賦予科研機構和人員

更大自主權政策。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

總理韓正出席。

李克強指出，創新事關國家前途命運。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上下貫徹新
發展理念，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
技發展在多個領域取得重大突破，社會創新
創造活力極大迸發，科技進步和新舊動能轉
換對經濟發展形成了巨大推動力。當前世界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形勢逼人，我國
正處於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面對機
遇、困難和挑戰，要立足增強經濟創新力和
競爭力，發揮我國人力人才資源豐富、國內
應用市場巨大等優勢，更大力度推進科技創
新，推動高質量發展。

長期穩定支持基礎研究
李克強說，科技創新戰略佈局要更好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面向現代化建設，聚焦
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培育壯大新動能，推

動科技與經濟深度融合。基礎研究是科學
體系的源頭，要對基礎研究加大長期穩定
支持，引導企業和社會增加投入，突出
「硬科技」研究，努力取得更多原創成
果。完善創新機制，堅持企業主體、市場
主導，鼓勵產學研用聯合創新，支持龍頭
企業牽頭重大科技項目，拓展國際創新合
作渠道，促進科技創新突破和成果轉化。
發展科技資源共享平台、新型研發機構等
創新平台和工業互聯網平台，支持大中小
企業、線上線下融通創新，深入推進大眾
創業、萬眾創新，促進「雙創」上水平，
推動產業向中高端躍升。

更大力度營造創新生態
李克強說，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更大力

度保護知識產權，營造良好創新生態。尊重
規律，尊重科研人員，進一步解放生產力。

要切實抓好賦予科研機構和人員更大自主
權、科研項目評價、科研人員激勵等政策落
實。對項目管理、技術路線決策、預算調
劑、成果轉化收益分配等方面已出台的政
策，有關部門要逐一梳理，明確責任，確保
全面兌現。
李克強強調，要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鼓

勵科研人員潛心鑽研，多為青年人成長成才
創造機會，幫助解決後顧之憂。加強科研誠
信建設，避免浮躁，嚴肅查處違背科研道德
和倫理的不端行為，營造追求卓越、嚴謹求
實的學術風氣。
李克強要求，國家科技領導小組各成員

單位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為指導，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認真
謀劃科技事業改革發展，加強統籌協調，
狠抓政策落實和重大任務推進，調動科技
界和相關各方面力量，為建設創新型國家
不懈努力。
孫春蘭、劉鶴、巴特爾、何立峰出席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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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中國和葡萄牙
兩國政府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這標
誌着兩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合作邁出新步
伐。
有記者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剛剛結束對葡萄牙

的國事訪問。訪問期間，兩國領導人共同見證了中葡
政府間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的簽署。你
能否介紹有關情況？
耿爽回答說，葡萄牙是連接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

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葡開展「一帶一路」合作具有
天然優勢。葡方一直積極支持並參與「一帶一路」倡
議，雙方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標
誌着兩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合作邁出新步
伐，這將為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耿爽介紹，2019年4月，中方將在北京舉行第二屆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此次訪問期間，習
近平主席邀請德索薩總統出席論壇並對中國進行國事
訪問，德索薩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邀請。
耿爽指出，中葡將以簽署諒解備忘錄為契機，加強

發展戰略對接，擴大貿易往來和雙向投資，推動雙邊
合作優化升級，共同拓展第三方市場，打造新的合作
增長點，推動中葡共建「一帶一路」取得更多務實成
果，為中葡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注入新的強勁動力。
他還說，中方也願繼續加強「一帶一路」倡議同歐盟

「歐亞互聯互通戰略」對接，為亞歐國家之間的合作提
供新動力，為地區以及世界經濟的增長開闢新空間。

中葡簽17份合作文件 涵電動汽車等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應
葡萄牙共和國總統德索薩邀請，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於12月4日至5日對
葡萄牙進行國事訪問。葡萄牙各界認
為，此訪將推動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站上新起點，掀開兩國關係新篇
章。
訪問期間，習近平主席同德索薩總
統舉行會談，分別會見羅德里格斯議
長和科斯塔總理。兩國領導人高度評
價中葡傳統友好關係不斷發展，並就
雙邊關係、中歐關係以及共同關心的
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達成廣泛
共識。
葡萄牙《公眾》日報刊文說，訪問
期間，葡中雙方簽署了17份雙邊合作
文件，合作範圍涵蓋電動汽車、能
源、金融等多個領域。科斯塔總理表
示，這正是兩國關係不斷加深的實際
成果。

明年是兩國建交40年慶典
葡萄牙《新聞日報》援引羅德里格

斯議長的話報道說，習近平主席的到
訪是兩國政府和人民友誼的最佳見
證，2018年是葡中雙邊關係歷史性的
一年，而2019年將會是雙方關係的慶
典之年。自1979年葡中建交以來，
「對話、合作和為兩國人民利益服務
的努力從未間斷」。羅德里格斯衷心
祝願葡中兩國關係的加深帶來更多實
際成果，為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作出
貢獻。
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參與接待習近

平主席來訪的葡萄牙駐華大使杜傲傑
表示，習近平主席的訪問「為2005年
兩國建立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提升到
一個新水平作出了決定性貢獻」。
「正如科斯塔總理所總結的，這是一
個非常重要的時刻，因為我們每邁出
一步，都可以看得更遠，而今天我們
邁出了好幾步。」

葡成中國與葡語國之間橋樑
葡萄牙各界高度關注葡中雙方決定

簽署兩國政府關於共同推進建設「一

帶一路」的諒解備忘錄，並予以積極
評價。
葡萄牙阿威羅大學校長保羅．費雷
拉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具有在人
民之間架起橋樑的能力。
里斯本大學教授、澳門科技文化中

心主任路易斯．巴雷托說，21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將把葡中兩國緊密聯繫在
一起。

里斯本市政廳歷史學家魯伊．洛里
多認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將使
得「葡萄牙成為中國與歐洲、葡語國
家間關係的橋梁」。
葡萄牙中華總商會會長蔡文顯認為，

在葡華僑華人在兩國「一帶一路」合作
中將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當前中葡各
領域務實合作成果豐碩，為在葡廣大僑
胞的發展帶來了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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