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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謝雪心以八和理事身份於
前日現身書展，支持粵劇演員
李奇峰推出新書《戲台前後七

十年——粵劇班政李奇峰》。
而汪明荃（阿姐）突然現身，
除支持奇哥，亦因八和會館在
書展設有展館供市民欣賞，她
特意來巡場！
心姐透露在雛鳳鳴劇團時，
在奇哥領導下練功多年，說到
當中辛酸史，她說：「太多
了，有段時間不僅要練功，還
要為演出所用的大幕，一針一
線縫上劇團的名字，是很值得
紀念的日子。」心姐指暫時無
意參演粵劇，問她是否「劇
癮」更大，她表示：「不是，
因粵劇必須有充足時間排練，
要交足一百分給觀眾，要對得
住觀眾先可以上台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
穎）日模松岡李那和張建聲前
日到書展為電影《作家的謊
言》宣傳，曝光的電影海報
中 ， 張 建 聲 緊 擁 何 佩 瑜
（Jeana），疑似赤裸的松岡更
從後「胸壓」張建聲，男方艷
福不淺。現場拍照時，張建聲
無懼緋聞攬住松岡腰肢。
張建聲被問到拍海報時有否
壓力，他表示：「沒有壓力，
因大家拍戲時已對了整個月，
所以沒有壓力和隔膜。」問到
松岡是否赤裸上身？她笑說：
「Kind of！」張建聲說跟Jeana
拍時不會尷尬，因大家已合作
過多次，而松岡就好專業，花
了很多心機去學廣東話，因套
戲會用原聲不會配音，她全套
戲都說廣東話。而戲中的情慾
場面都用了一段時間排練，三
個都好有默契。大家指張建聲
在戲中艷福無邊，他笑言：
「小弟多年來都艷福無邊，其
實觀眾眼中見到好似好幸福，
事實上都辛苦，經常要調位怕
會穿崩。（最激一次？）最激
在《一路向西》已經拍過，這
次不是《一》的路線，乃是一

部驚慄懸疑電影，香港甚少這
類電影。」
熱愛拍戲的松岡，表示很享
受拍攝過程，加上第一次全廣
東話上陣，要多謝幫手翻譯的
張建聲。問她如何答謝對方，
松岡醒目說：「送我的寫真給
他，暫時未知有關銷量數
字。」張建聲還沒看過松岡的
寫真，所以一陣索取完簽名
後，便回家慢慢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李家鼎去年推出烹飪書《鼎爺廚
房》賣個滿堂紅，售出近6萬本，
今年再接再厲，推出《鼎爺廚房
2》，前日他在書展舉行發佈會，
鼎爺透露：「新書會發行逾6萬
本，要超越去年成績。」
有指他贏了很多人，他謂：「千
祈唔好咁講，人哋賞面捧場。」鼎
爺抱着宗旨是不會瞞天過海，求其
交貨，總之會把煮食竅門傾囊而
出，沒有保留獨門秘方。他坦言上
次出書獲得分紅，分得好多數字，
相當滿意，不過有人買已經好滿
意。
鼎爺又透露第二間菜館「鼎·會
館」，將於9月5日開張，這間新
店會做午市，說到他又搞食肆又拍
劇，忙到連睡覺時間都沒有，他笑
說：「我是窮窮公，窮就要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被視作亞視發
言人的亞視前執行董事葉家寶和亞視前公關黃守
東推出新書《我和公關有個約會》，前日在灣仔
書展舉行簽名會，獲宮雪花（花姨）和袁潔儀現
身支持。花姨相當有心，不僅親自書寫「公關」
兩字做賀禮，更以低胸騷腿性感打扮現身，實行
「以一頂十」對抗𡃁 模！
問到家寶是否請花姨前來力抗一眾𡃁 模？他
謂：「她是無敵，以一頂十，是亞姐傳奇，也是
有史以來最有智慧和美麗的亞姐，成為亞姐不可
磨滅的傳奇，多才多藝。」說到亞視今年再復辦
亞姐選舉，家寶也聞悉開了記者會，他覺得現在
是數碼媒體，可說是亞姐新開端，問他會否幫
忙？他說：「不是自己想幫便可以，當然人生有
不同風景和階段，希望我們都可以創辦選美盛
事。（不是電視台主辦是否有難度？）現時已是
新媒體時代，只要把好的元素結合便可以，未必
一定是選美，可以選文化小姐、旅遊小姐，最重

要是參加者質素高，好似當年沒有花姨便沒睇
頭。」花姨和應說：「當年亞姐創下33點收視，
也是有賴公關能力高。」黃守東笑指：「近日花
姨委任我幫她做公關，一定要有好的報道。」
而袁潔儀就透露：「2014年重返亞視，見到
家寶同黃守東付出很多精神和努力，要比幕前幕
後工作人員花上更多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小品劇集《BB來
了》首周播映已獲廣泛回響，收視也順利報捷，第
一集7天跨平台總收視獲29.3點，成為今年無綫劇
集中的首集冠軍，而第四集亦已突破30點。劇中主
角黎諾懿、高海寧、黃長興、盧宛茵等前日返回電
視城祝捷，並以奶代酒一起舉奶樽飲勝。
黎諾懿高興劇集跟觀眾有共鳴，笑指拍檔李佳
芯（Ali）正放假，待她回來加入宣傳後，收視一
定再飆升，希望可以打破《深宮計》的紀綠。對
於有傳Ali計劃買樓結婚，黎諾懿說：「我不知
道，如果她買樓都好正常，因為她賺很多錢，相
信她結婚的話，一定會通知大家，因為她是守不
住秘密的人。」

至於如何慶祝劇集有好成績，黎諾懿坦言做爸爸
後，腹肌早已「六神合體」，發福利要留給Ali負
責，並笑道：「或者由Ali唱歌，我就Rap國語。」

高Ling近期少見鄧智偉
高海寧也表示自己父母追劇很肉緊，媽咪也質
問她為何要錫別人老公，問到男友鄧智偉有何表
示，她說：「他沒反應，近期忙開劇，他又不在
港，沒太多時間見面。」正拍攝新劇《C9特工》
的高Ling，日前趁早收工去看跌打，治理早前受
傷的腳踝和頸部，笑稱後悔沒有早學功夫打底，
雖然一班武師已很努力保護她，但她仍是個易受
傷的女人。

演「Madam」一角的盧宛茵，豪言收視可達50
點，大讚劇本寫得好，劇透與陳秀珠繼續有交
嗌，劇情既有悲情又賺人熱淚。笑稱Madam可跟
劇中女藝員一起泳裝慶功，她笑道：「我怕到時
嚇親人，個個都走掉就不太好。」
踏入40歲的黃長興表示已改名叫黃致豪，經師

傅批命提點舊名字對身體不好，也趁40歲時作一
個新嘗試，希望自己人生路上踏入新的篇章。

傳李 佳 芯計劃買樓結婚 松岡李那半裸攬實
張建聲稱互相沒隔膜

謝雪心暫無意演粵劇

黎諾懿笑對方守不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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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葉家寶出書 宮雪花贈字「公關」

香港文匯報訊 歌手鄧小巧及安俊豪
前日出席《Gimme LiVe》 2018音樂
會，二人即場獻唱，更大搞氣氛，喚
起大家久違的音樂熱情。

有有傳傳FredFred的女友何雁詩不再續約星夢娛的女友何雁詩不再續約星夢娛
樂樂，，他否認其事他否認其事，，而他表示自己的合約而他表示自己的合約

仍有一段時間才約滿仍有一段時間才約滿，，不明白為何會有傳聞出不明白為何會有傳聞出
現現。。有指公司力捧其他歌手有指公司力捧其他歌手，，令何雁詩萌生去令何雁詩萌生去
意意，，他說他說：「：「她是有去打高爾夫球她是有去打高爾夫球，，但近期都但近期都
有拍劇和錄歌有拍劇和錄歌，，工作如常工作如常。。公司對我們好好公司對我們好好，，
對每一個歌手都好好對每一個歌手都好好，，不會捧一個就不捧另一不會捧一個就不捧另一
個個，，我下個月也會出新唱片我下個月也會出新唱片。」。」
陳展鵬日前稱有計劃結婚陳展鵬日前稱有計劃結婚，，女友單文柔笑言女友單文柔笑言

也是從新聞上得知也是從新聞上得知，，也嚇得媽咪以為她要結也嚇得媽咪以為她要結
婚婚，，她說她說：「：「我們一直都是認真交往我們一直都是認真交往，，都有談都有談
到生活上的想法到生活上的想法，，不過他沒有向我求婚不過他沒有向我求婚。」。」單單
文柔笑稱男友雖然老土文柔笑稱男友雖然老土，，但深知對方是個好傳但深知對方是個好傳
統的男仔統的男仔，，也希望他們之間可以開花結果也希望他們之間可以開花結果。。

馮盈盈認不愛穿內衣馮盈盈認不愛穿內衣
日前華姐冠軍余思霆在節目中大爆選美期間日前華姐冠軍余思霆在節目中大爆選美期間

與馮盈盈同房時與馮盈盈同房時，，對方全裸狀態周圍走對方全裸狀態周圍走，，盈盈盈盈
笑稱要印證裸睡是否對血液循環及發育有好笑稱要印證裸睡是否對血液循環及發育有好

處處，，並稱余思霆最後也被她感染到一起裸睡並稱余思霆最後也被她感染到一起裸睡，，
更贏到冠軍而回更贏到冠軍而回。。對於被揭有裸睡習慣對於被揭有裸睡習慣，，馮盈馮盈
盈說盈說：「：「在私人地方沒問題在私人地方沒問題，，有研究指裸睡對有研究指裸睡對
發育和血液循環有好處發育和血液循環有好處，，我平時也不愛戴我平時也不愛戴
BraBra，，因為不需要太多承托力因為不需要太多承托力。」。」盈盈稱如再盈盈稱如再
有機會跟其他女生同房有機會跟其他女生同房，，會問准對方是否介意會問准對方是否介意
才大解放才大解放。。笑問盈盈對住男友是否也全裸笑問盈盈對住男友是否也全裸，，她她
尷尬地說尷尬地說：「：「我都不會穿內衣我都不會穿內衣，，但會穿厚衫但會穿厚衫，，
有時平時落街買外賣有時平時落街買外賣，，都會貪方便只穿厚衫就都會貪方便只穿厚衫就
出門出門。」。」
麥明詩也稱在英國入住女生宿舍時麥明詩也稱在英國入住女生宿舍時，，起初自起初自

己也很保守己也很保守，，只是見其他女仔都裸體走來走只是見其他女仔都裸體走來走
去去，，說說：「：「其實其實BBBB出世都是赤裸出世都是赤裸，，最後都習最後都習
以為常以為常，，而且更慳了不少洗衫錢而且更慳了不少洗衫錢，，為環保為環保、、節節
約能源出一分力約能源出一分力。」。」問到二人有否看過對方全問到二人有否看過對方全
相相，，她們稱未有機會一起出埠工作她們稱未有機會一起出埠工作，，希望稍後希望稍後
《《後生仔後生仔》》或或《《33日日22夜夜》》有機會有機會，，麥明詩更麥明詩更
表示只要不干擾到別人的情況下表示只要不干擾到別人的情況下，，自由自在是自由自在是
可以接受的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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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鄭俊弘（Fred）、

單文柔、麥明詩和馮盈盈等人

前日出席《big big channel 大公

司周年慶》記者會，介紹網上購

物新情報。Fred與女友何雁詩同屬

星夢娛樂旗下，但近日有傳何雁詩

不再續約星夢，理由是因她不滿當

日公開戀情後遭星夢「雪藏」，加

上想保着他男友的事業，對此，

Fred否認其事，更指女友近期都

有拍劇和錄歌，工作如常，相

信公司不會捧一個就不捧另

一個。

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鄭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俊弘弘相信星夢弘相信星夢
一視同仁一視同仁

■■《《big big channelbig big channel 大公司大公司
周年慶周年慶》》記者會前日舉行記者會前日舉行。。

■何雁 詩 一
直 都 有 打 高 爾
夫球。

資料圖片

■■馮盈盈馮盈盈((右右))愛愛
裸睡裸睡，，麥明詩麥明詩
((左左))讚環保讚環保。。

■松岡李那和張建聲手拿電影
海報宣傳。

■黎諾懿(右三)率劇中其他演員以奶代酒飲勝。

喚醒喚醒音樂音樂熱情熱情
謝雪心謝雪心 汪明荃汪明荃

■宮雪花(左二)、袁潔儀(右一)現身支持葉家寶
(左一)和黃守東。

■鄭俊弘指
女友近期都有
拍劇和錄歌。

李家鼎李家鼎

鄧小巧鄧小巧

■■單文柔指單文柔指
展鵬未向她展鵬未向她
求婚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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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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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