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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費明年起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

張碩輔「空降」廣州 接棒市委書記
35年第二例 基層經驗豐富 曾任職京湘滇

「藥聯體」滬成立 紓解短缺藥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曼玲 廣

州報道）廣州市20日召開全市領

導幹部大會，宣佈由張碩輔接棒

出任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

記。張碩輔曾輾轉在湖南、雲

南、北京三地任職，基層治理經

驗豐富，亦有「京官」工作經

歷，南下前擔任北京市委常委、

市紀委書記、市監察委員會主

任。他是繼其前任任學鋒之後，

近35年來第二位「空降」廣州的

市委書記。

1965年8月出生的張碩輔是湖南長沙人，學生時代在武漢
求學，就讀於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河流力
學及治河工程系。1988年碩士畢業以
後，張碩輔進入湖南省水利水電廳工
作，並在老家湖南工作長達27年。其
間，他從一個基層副科長起步，歷任
益陽市委副書記、省水利廳副廳長，
婁底市市長、永州市委書記，直至
2013年1月，升任湖南省副省長，躋身
省部級官員序列。低調、嚴謹、務實
是他工作過的地方幹部群眾對他的普
遍評價。

湖南爆禽流感 曾帶頭吃雞肉
在其擔任湖南省副省長的2013年，湖
南爆發禽流感，當地的雞鴨等禽類都沒
人敢吃，湖南養殖業直接經濟損失達10
億元人民幣以上。分管農業的張碩輔在
一次開會吃飯時帶頭吃雞肉，用實際行
動為湖南禽類產品「代言」，給群眾和
媒體留下深刻印象。

2015年4月，張碩輔離開家鄉湖南，
調至雲南省擔任省委常委和省紀委書
記。當時，雲南官場的「前腐後繼」備
受關注，張碩輔在就任新職時表示自己
深感使命神聖、責任重大，主持雲南省
紀委期間，他全力推進反腐工作，贏得
不俗口碑。

作風事必躬親 務實低調獲讚
2016年12月，張碩輔北上調任北京

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主抓北京市
的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其事必躬
親、務實低調的工作作風獲得較高評
價。
廣州市委書記人選在粵港澳地區向來
備受矚目。30多年來，包括許士傑、謝
非、朱森林、高祀仁、黃華華、林樹
森、朱小丹、張廣寧、萬慶良在內的9
任廣州市委書記（含第一書記），在任
職前均有在廣東省內長期工作的經歷。
這其中有5位廣東籍書記，均出生於粵
東潮汕、梅州兩個地區。朱森林、黃華

華、朱小丹等幾位最終還更上一層樓，
出任廣東省省長。
2014年，任學鋒從天津市副市長異地

調任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接
替此前「落馬」的萬慶良，被認為打破
了廣州市委書記30多年來均由廣東本地
幹部擔任的人事慣例。此次張碩輔循例
前任，再次由廣東省外調任，履新廣州
市委書記。
事實上，近幾年來，中央對掌控「南
大門」的高層人事安排已有了新的動
向。現任廣東省委常委班子12名成員
中，只有林少春、何忠友、江陵三位
「本土官員」，其他多屬「空降兵」，
包括從遼寧省委書記調任廣東省委書記
的李希，從民政部副部長調任廣東省委
組織部部長的鄒銘，從中央紀委副秘書
長兼辦公廳主任調任廣東省紀委書記的
施克輝，從經濟日報社總編輯調任廣東
省委宣傳部部長的傅華，從山西省委常
委、太原市委書記調任廣東省委常委、
深圳市委書記的王偉中，而「航天少

帥」出身的馬興瑞更是近20年來首位
出任廣東省政府主官的「非本土系」
官員。

「空降官員」利益羈絆較少
坊間普遍認為，「空降官員」的突出
特點是執行力強，善於在高壓之下作出
突破性成績。而通過「雙向交流任職」
這種幹部鍛煉和培養舉措，既能幫助
「京官」在實踐中更好地了解基層情
況，積累基層工作經驗，也能幫助廣東
地方幹部開拓工作視野和思路，提升工
作能力。
另外，「空降」到地方的幹部，與
「本土系」官員相比，政壇中的利益羈
絆相對較少，可作為中央打破地方山頭
和派系所能倚重的主要力量。近兩年廣
州屢屢強調將全面徹底肅清萬慶良流毒
影響，僅去年就立案查處了近兩千人，
新任「一哥」張碩輔的紀委工作經驗，
相信可在動真碰硬、構建全面從嚴治黨
監督體系上發揮較大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據國家小
品種藥集中生產基地建設研討會19日消
息，中國首個國家小品種藥（短缺藥）供
應保障聯合體正式成立。該「藥聯體」將
致力於緩解部分臨床必需藥品供應緊張或
短缺的現象。
據了解，首批成員有24家企業，可保障
供應57個小品種藥品種，其中包括47個短
缺藥「139目錄」品種和10個省區域品
種。所謂「139目錄」指的是，2017年原
衛計委公佈的，通過國家重點監測系統、

列入短缺藥品清單的139個品種。
上述短缺藥批文，有不少屬於上藥信誼

公司。作為「藥聯體」的發起單位之一，
公司董事長顧浩亮表示，短缺藥的成因複
雜，包括生產性、政策性、機制性、投機
和壟斷因素造成了藥物的短缺。由於對藥
物缺乏動態、長效、科學管理機制，短缺
藥的問題如果不盡快解決，會影響民生。

落實信息共享 產業資源聯動
據介紹，未來在「藥聯體」內部，將

通過供應鏈信息的溝通、配套能力的提
升、申請專項基金、加強研發合作等多
種工作機制，讓短缺藥的生產能落實信
息共享、產業資源聯動機制。上游產業
鏈努力保障小品種藥原料和製劑持續供
應；涉及企業也會及時反饋本企業可能
影響藥品穩定供應的經營活動信息
（如停產、上游供應成本顯著上漲）
和企業經營活動中發現的藥品短缺風
險信息。
上海市經信委副主任張建明表示，部分

用量小、臨床必需的短缺藥品因為利潤
低、市場需求小，導致供應時斷時續，甚
至斷供，成為不少臨床醫生和患者的痛
點。「藥聯體」的建立，是通過政府和市
場的聯動、市場上下游產業鏈的聯動，解
決信息不對稱，使得藥品短缺能早發現、
早預警、早預防。
該57個短缺藥品中包括苯巴比妥、硫酸
魚精蛋白、異煙肼等知名藥品，涉及心血
管、消化代謝、血液類、抗感染類等10餘
個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俄羅斯
報》和塔斯社等多家俄羅斯媒體
報道，闡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關
於改革開放與中國新時代發展的
專著——《習近平改革開放思想
研究》近日出版，引起輿論界廣
泛關注和好評。7月19日，在被
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窗口的深圳，
舉辦了這本書的首發活動。
《習近平改革開放思想研究》

一書由中國的人民出版社出版，
是中國第一部系統闡釋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關於改革開放思想
的理論著作，全書35萬字，對習
近平改革開放思想的理論體系作
全方位的分析與解讀。
中國有關專家學者認為，習近

平改革開放思想，是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
組成部分。《習近平改革開放思
想研究》這一專著的出版，為總
結習近平改革開放思想、為中國
下一步改革開放提供了強有力的
理論武器。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
院常務副院長曲青山表示，當下
全面梳理並概括提煉習近平改革
開放思想，對於指導中國推進改
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具有重要價
值。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作為
黨的總書記直接擘畫和推進了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戰略部署。習
近平稱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

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中國（海南）改革
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在當前這樣的歷史
關頭，習近平改革開放思想為中國下一步
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理論指導，「世界期
盼中國創造新的輝煌」。
此外，《習近平改革開放思想研究》一

書的出版也引起其他國家媒體的關注。老
撾《人民報》、西班牙國際電台、阿爾巴
尼亞國家電視台、印度每日晨報以及美、
英、日等多家媒體都報道了該部理論專著
出版的消息。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
辦公廳、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稅地
稅徵管體制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改革
方案》）。《改革方案》明確從2019年1
月1日起，將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

險費、失業保險費、工傷保險費、生育保
險費等各項社會保險費交由稅務部門統一
徵收。
《改革方案》強調，通過改革，逐步構
建起優化高效統一的稅收徵管體系，為納

稅人和繳費人提供更加優質高效便利服
務，提高稅法遵從度和社會滿意度，提高
徵管效率，降低徵納成本，增強稅費治理
能力，確保稅收職能作用充分發揮，夯實
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礎。

採先掛牌再落實「三定」規定
《改革方案》採取先掛牌再落實「三定
（定職責、定機構、定編制）」規定，先
合併國稅地稅機構再接收社會保險費和非
稅收入徵管職責，先把省（區、市以及計
劃單列市，以下統稱省）稅務局改革做穩
妥再扎實推進市（地、州、盟，以下統稱
市）稅務局、縣（市、區、旗，以下統稱
縣）稅務局改革的步驟，逐項重點工作、
逐個時間節點抓好落實，確保今年底前完
成各項改革任務。
《改革方案》對稅務部門領導管理體制
作了規定，明確國稅地稅機構合併後實行
以稅務總局為主、與省區市黨委和政府雙
重領導的管理體制，並着眼建立健全職責

清晰、運行順暢、保障有力的制度機制，
在幹部管理、機構編制管理、業務和收入
管理、構建稅收共治格局、服務經濟社會
發展等方面提出了具體要求，明晰了稅務
總局及各級稅務部門與地方黨委和政府在
稅收工作中的職責分工，有利於進一步加
強對稅收工作的統一管理，理順統一稅制
和分級財政的關係，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
兩個積極性。
《改革方案》還就完成新稅務機構掛牌、

制定新稅務機構「三定」規定、開展社會保
險費和非稅收入徵管職責劃轉、推進稅費業
務和信息系統整合優化、強化經費保障和資
產管理、清理修改相關法律法規等重點改革
任務進行了具體部署，並明確了相關保障措
施。要求各省、市、縣稅務局按期逐級分步
完成集中辦公、新機構掛牌並以新機構名義
開展工作。從嚴從緊控制機構數量，進一步
優化各層級稅務組織體系和徵管職責，完善
結構佈局和力量配置，做到機構設置科學、
職能職責清晰、資源配置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
道）廣東縣鄉國稅地稅機構20日正式合
併，至此，廣東省市縣鄉四級新稅務機
構全部完成掛牌。據悉，縣鄉級稅務機
構將直接面對廣東560餘萬戶企業納稅
人、4,300餘萬自然人納稅人和2,000餘
萬繳費人。新機構掛牌後，中國國家稅
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將建立改革序時推
進機制，分級組建聯絡（督導）小組，

將涵蓋11大類45項800個工作舉措的任
務鏈條向基層縱深推進。
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聯合黨委
書記、副局長胡金木表示，省、市、
縣、鄉四級稅務新機構掛牌後，稅務部
門還面臨着社保費和非稅收入徵管職責
劃轉、稅收信息系統整合、徵管服務流
程再造等一系列任務，稅收徵管體制改
革任務仍十分艱巨。

據了解，縣鄉級稅務機構是稅收徵管
服務第一線，數量大、覆蓋面廣，將直
接面對納稅人和繳費人。在縣鄉一級
的新稅務機構掛牌後，廣東省稅務局
表示，將推進金稅三期信息系統、電
子稅務局的調整更新，開展規範性文
件清理，發佈相關對外公告，穩妥有
序推進社保費及非稅收入徵管職責劃
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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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省市縣鄉四級新稅務機構完成掛牌

張碩輔小檔案
1965年 於湖南長沙出生。

1988年 於湖南省水利水電廳工作，此

後歷任益陽市委副書記、省水

利廳副廳長，婁底市市長、永

州市委書記。

2013年 升任湖南省副省長。

2015年 離開湖南，調至雲南任省委常

委、省紀委書記。

2016年 北上調任北京市委常委、市紀

委書記。

2018年 「空降」任廣東省委常委、廣

州市委書記。

來源：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曼玲

■《習近平改革開放思想研究》首
發式19日在深圳舉行。 網上圖片

■■各項社會保險費明各項社會保險費明
年起交由稅務部門統年起交由稅務部門統
一徵收一徵收。。圖為福建廈圖為福建廈
門市民從稅收宣傳標門市民從稅收宣傳標
語旁經過語旁經過。。 中新社中新社

■2013年湖南曾爆發禽流感，張碩輔帶頭吃雞而
成為一時佳話。 網上圖片

■■廣州市廣州市2020日召開全市領導幹日召開全市領導幹
部大會部大會，，宣佈由張碩輔接棒出宣佈由張碩輔接棒出
任廣東省委常委任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廣州市委書
記記。。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國家稅務總局鶴山市稅務局揭牌儀式國家稅務總局鶴山市稅務局揭牌儀式。。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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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費明年起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

張碩輔「空降」廣州 接棒市委書記
35年第二例 基層經驗豐富 曾任職京湘滇

「藥聯體」滬成立 紓解短缺藥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曼玲 廣

州報道）廣州市20日召開全市領

導幹部大會，宣佈由張碩輔接棒

出任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

記。張碩輔曾輾轉在湖南、雲

南、北京三地任職，基層治理經

驗豐富，亦有「京官」工作經

歷，南下前擔任北京市委常委、

市紀委書記、市監察委員會主

任。他是繼其前任任學鋒之後，

近35年來第二位「空降」廣州的

市委書記。

1965年8月出生的張碩輔是湖南長沙人，學生時代在武漢
求學，就讀於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河流力
學及治河工程系。1988年碩士畢業以
後，張碩輔進入湖南省水利水電廳工
作，並在老家湖南工作長達27年。其
間，他從一個基層副科長起步，歷任
益陽市委副書記、省水利廳副廳長，
婁底市市長、永州市委書記，直至
2013年1月，升任湖南省副省長，躋身
省部級官員序列。低調、嚴謹、務實
是他工作過的地方幹部群眾對他的普
遍評價。

湖南爆禽流感 曾帶頭吃雞肉
在其擔任湖南省副省長的2013年，湖
南爆發禽流感，當地的雞鴨等禽類都沒
人敢吃，湖南養殖業直接經濟損失達10
億元人民幣以上。分管農業的張碩輔在
一次開會吃飯時帶頭吃雞肉，用實際行
動為湖南禽類產品「代言」，給群眾和
媒體留下深刻印象。

2015年4月，張碩輔離開家鄉湖南，
調至雲南省擔任省委常委和省紀委書
記。當時，雲南官場的「前腐後繼」備
受關注，張碩輔在就任新職時表示自己
深感使命神聖、責任重大，主持雲南省
紀委期間，他全力推進反腐工作，贏得
不俗口碑。

作風事必躬親 務實低調獲讚
2016年12月，張碩輔北上調任北京

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主抓北京市
的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其事必躬
親、務實低調的工作作風獲得較高評
價。
廣州市委書記人選在粵港澳地區向來

備受矚目。30多年來，包括許士傑、謝
非、朱森林、高祀仁、黃華華、林樹
森、朱小丹、張廣寧、萬慶良在內的9
任廣州市委書記（含第一書記），在任
職前均有在廣東省內長期工作的經歷。
這其中有5位廣東籍書記，均出生於粵
東潮汕、梅州兩個地區。朱森林、黃華

華、朱小丹等幾位最終還更上一層樓，
出任廣東省省長。
2014年，任學鋒從天津市副市長異地

調任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接
替此前「落馬」的萬慶良，被認為打破
了廣州市委書記30多年來均由廣東本地
幹部擔任的人事慣例。此次張碩輔循例
前任，再次由廣東省外調任，履新廣州
市委書記。
事實上，近幾年來，中央對掌控「南
大門」的高層人事安排已有了新的動
向。現任廣東省委常委班子12名成員
中，只有林少春、何忠友、江陵三位
「本土官員」，其他多屬「空降兵」，
包括從遼寧省委書記調任廣東省委書記
的李希，從民政部副部長調任廣東省委
組織部部長的鄒銘，從中央紀委副秘書
長兼辦公廳主任調任廣東省紀委書記的
施克輝，從經濟日報社總編輯調任廣東
省委宣傳部部長的傅華，從山西省委常
委、太原市委書記調任廣東省委常委、
深圳市委書記的王偉中，而「航天少

帥」出身的馬興瑞更是近20年來首位
出任廣東省政府主官的「非本土系」
官員。

「空降官員」利益羈絆較少
坊間普遍認為，「空降官員」的突出
特點是執行力強，善於在高壓之下作出
突破性成績。而通過「雙向交流任職」
這種幹部鍛煉和培養舉措，既能幫助
「京官」在實踐中更好地了解基層情
況，積累基層工作經驗，也能幫助廣東
地方幹部開拓工作視野和思路，提升工
作能力。
另外，「空降」到地方的幹部，與
「本土系」官員相比，政壇中的利益羈
絆相對較少，可作為中央打破地方山頭
和派系所能倚重的主要力量。近兩年廣
州屢屢強調將全面徹底肅清萬慶良流毒
影響，僅去年就立案查處了近兩千人，
新任「一哥」張碩輔的紀委工作經驗，
相信可在動真碰硬、構建全面從嚴治黨
監督體系上發揮較大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據國家小
品種藥集中生產基地建設研討會19日消
息，中國首個國家小品種藥（短缺藥）供
應保障聯合體正式成立。該「藥聯體」將
致力於緩解部分臨床必需藥品供應緊張或
短缺的現象。
據了解，首批成員有24家企業，可保障
供應57個小品種藥品種，其中包括47個短
缺藥「139目錄」品種和10個省區域品
種。所謂「139目錄」指的是，2017年原
衛計委公佈的，通過國家重點監測系統、

列入短缺藥品清單的139個品種。
上述短缺藥批文，有不少屬於上藥信誼

公司。作為「藥聯體」的發起單位之一，
公司董事長顧浩亮表示，短缺藥的成因複
雜，包括生產性、政策性、機制性、投機
和壟斷因素造成了藥物的短缺。由於對藥
物缺乏動態、長效、科學管理機制，短缺
藥的問題如果不盡快解決，會影響民生。

落實信息共享 產業資源聯動
據介紹，未來在「藥聯體」內部，將

通過供應鏈信息的溝通、配套能力的提
升、申請專項基金、加強研發合作等多
種工作機制，讓短缺藥的生產能落實信
息共享、產業資源聯動機制。上游產業
鏈努力保障小品種藥原料和製劑持續供
應；涉及企業也會及時反饋本企業可能
影響藥品穩定供應的經營活動信息
（如停產、上游供應成本顯著上漲）
和企業經營活動中發現的藥品短缺風
險信息。
上海市經信委副主任張建明表示，部分

用量小、臨床必需的短缺藥品因為利潤
低、市場需求小，導致供應時斷時續，甚
至斷供，成為不少臨床醫生和患者的痛
點。「藥聯體」的建立，是通過政府和市
場的聯動、市場上下游產業鏈的聯動，解
決信息不對稱，使得藥品短缺能早發現、
早預警、早預防。
該57個短缺藥品中包括苯巴比妥、硫酸
魚精蛋白、異煙肼等知名藥品，涉及心血
管、消化代謝、血液類、抗感染類等10餘
個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俄羅斯
報》和塔斯社等多家俄羅斯媒體
報道，闡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關
於改革開放與中國新時代發展的
專著——《習近平改革開放思想
研究》近日出版，引起輿論界廣
泛關注和好評。7月19日，在被
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窗口的深圳，
舉辦了這本書的首發活動。
《習近平改革開放思想研究》

一書由中國的人民出版社出版，
是中國第一部系統闡釋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關於改革開放思想
的理論著作，全書35萬字，對習
近平改革開放思想的理論體系作
全方位的分析與解讀。
中國有關專家學者認為，習近

平改革開放思想，是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
組成部分。《習近平改革開放思
想研究》這一專著的出版，為總
結習近平改革開放思想、為中國
下一步改革開放提供了強有力的
理論武器。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
院常務副院長曲青山表示，當下
全面梳理並概括提煉習近平改革
開放思想，對於指導中國推進改
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具有重要價
值。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作為
黨的總書記直接擘畫和推進了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戰略部署。習
近平稱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

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中國（海南）改革
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在當前這樣的歷史
關頭，習近平改革開放思想為中國下一步
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理論指導，「世界期
盼中國創造新的輝煌」。
此外，《習近平改革開放思想研究》一

書的出版也引起其他國家媒體的關注。老
撾《人民報》、西班牙國際電台、阿爾巴
尼亞國家電視台、印度每日晨報以及美、
英、日等多家媒體都報道了該部理論專著
出版的消息。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
辦公廳、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稅地
稅徵管體制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改革
方案》）。《改革方案》明確從2019年1
月1日起，將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

險費、失業保險費、工傷保險費、生育保
險費等各項社會保險費交由稅務部門統一
徵收。
《改革方案》強調，通過改革，逐步構
建起優化高效統一的稅收徵管體系，為納

稅人和繳費人提供更加優質高效便利服
務，提高稅法遵從度和社會滿意度，提高
徵管效率，降低徵納成本，增強稅費治理
能力，確保稅收職能作用充分發揮，夯實
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礎。

採先掛牌再落實「三定」規定
《改革方案》採取先掛牌再落實「三定
（定職責、定機構、定編制）」規定，先
合併國稅地稅機構再接收社會保險費和非
稅收入徵管職責，先把省（區、市以及計
劃單列市，以下統稱省）稅務局改革做穩
妥再扎實推進市（地、州、盟，以下統稱
市）稅務局、縣（市、區、旗，以下統稱
縣）稅務局改革的步驟，逐項重點工作、
逐個時間節點抓好落實，確保今年底前完
成各項改革任務。
《改革方案》對稅務部門領導管理體制
作了規定，明確國稅地稅機構合併後實行
以稅務總局為主、與省區市黨委和政府雙
重領導的管理體制，並着眼建立健全職責

清晰、運行順暢、保障有力的制度機制，
在幹部管理、機構編制管理、業務和收入
管理、構建稅收共治格局、服務經濟社會
發展等方面提出了具體要求，明晰了稅務
總局及各級稅務部門與地方黨委和政府在
稅收工作中的職責分工，有利於進一步加
強對稅收工作的統一管理，理順統一稅制
和分級財政的關係，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
兩個積極性。
《改革方案》還就完成新稅務機構掛牌、

制定新稅務機構「三定」規定、開展社會保
險費和非稅收入徵管職責劃轉、推進稅費業
務和信息系統整合優化、強化經費保障和資
產管理、清理修改相關法律法規等重點改革
任務進行了具體部署，並明確了相關保障措
施。要求各省、市、縣稅務局按期逐級分步
完成集中辦公、新機構掛牌並以新機構名義
開展工作。從嚴從緊控制機構數量，進一步
優化各層級稅務組織體系和徵管職責，完善
結構佈局和力量配置，做到機構設置科學、
職能職責清晰、資源配置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
道）廣東縣鄉國稅地稅機構20日正式合
併，至此，廣東省市縣鄉四級新稅務機
構全部完成掛牌。據悉，縣鄉級稅務機
構將直接面對廣東560餘萬戶企業納稅
人、4,300餘萬自然人納稅人和2,000餘
萬繳費人。新機構掛牌後，中國國家稅
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將建立改革序時推
進機制，分級組建聯絡（督導）小組，

將涵蓋11大類45項800個工作舉措的任
務鏈條向基層縱深推進。
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聯合黨委

書記、副局長胡金木表示，省、市、
縣、鄉四級稅務新機構掛牌後，稅務部
門還面臨着社保費和非稅收入徵管職責
劃轉、稅收信息系統整合、徵管服務流
程再造等一系列任務，稅收徵管體制改
革任務仍十分艱巨。

據了解，縣鄉級稅務機構是稅收徵管
服務第一線，數量大、覆蓋面廣，將直
接面對納稅人和繳費人。在縣鄉一級
的新稅務機構掛牌後，廣東省稅務局
表示，將推進金稅三期信息系統、電
子稅務局的調整更新，開展規範性文
件清理，發佈相關對外公告，穩妥有
序推進社保費及非稅收入徵管職責劃
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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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省市縣鄉四級新稅務機構完成掛牌

張碩輔小檔案
1965年 於湖南長沙出生。

1988年 於湖南省水利水電廳工作，此

後歷任益陽市委副書記、省水

利廳副廳長，婁底市市長、永

州市委書記。

2013年 升任湖南省副省長。

2015年 離開湖南，調至雲南任省委常

委、省紀委書記。

2016年 北上調任北京市委常委、市紀

委書記。

2018年 「空降」任廣東省委常委、廣

州市委書記。

來源：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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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湖南曾爆發禽流感，張碩輔帶頭吃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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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廣州市2020日召開全市領導幹日召開全市領導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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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7月20日

東馬沙巴版
東馬沙巴版

2018年7月22日（星期日）

20182018年年77月月2222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18年7月22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