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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
遇難同胞紀念館官方微博
消息，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劉興銘（圖）於3月20日
晚上19:50去世，享年82
歲。 ■中新網
中國高分辨率對地觀測系統的高分五號
和六號兩顆衛星21日正式投入使用，標誌
着國家高分辨率對地觀測系統重大專項
（高分專項）打造的高空間分辨率、高時
間分辨率、高光譜分辨率的天基對地觀測
能力中最有應用特色的高光譜能力的形
成，將大幅提升中國對地觀測水平。

■新華社
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21日在網站上提醒
前往加拿大的中國公民妥善處理有關電子
設備和媒體文件。根據加拿大海關法等法
規，加邊境服務署官員如「有合理理由懷
疑違法違規」，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
可檢查出入境人員的全部個人物品，查驗
目的一般與兒童色情等涉嫌犯罪內容有
關。 ■中新網
中國國家醫保局表示，截至2019年2月
底，跨省異地就醫定點醫療機構數量為
16,029家。自2017年1月啟動以來，累計
實現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182萬人次，醫
療費用436.7億元（人民幣，下同），基金
支付256.8億元。 ■中新網
據中央氣象台網站消息，冷空氣影響，
北方大部地區20日降溫顯著，其中局部地
區降幅達攝氏12至18度。較強冷空氣21日
至23日繼續影響中東部，南方將有雷暴或
冰雹天氣，其中湖南大部、貴州東部、浙
江中部以及吉林東北部等地局地降溫可達
12度。 ■中新網

新聞 速遞

三度處罰惟從未整改 將嚴查官員履職作為

牡丹江毀林違建 專組進園調查

國務院減稅配套措施
一、進一步擴大進項稅抵扣範圍

二、按規定退還政策實施後新增的留抵稅額

三、調整部分貨物服務出口退稅率、購進農

產品適用的扣除率等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國政府網消息，中國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20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
《政府工作報告》責任分工，強調狠抓落實確保
完成全年發展目標任務，明確增值稅減稅配套措
施。

推出三項措施鋪路未來減稅
為落實《政府工作報告》更大規模減稅的部

署，圍繞從4月1日起將製造業等行業16%增值稅
率降至13%、交通運輸和建築等行業10%增值稅
率降至9%的舉措，會議決定，一是進一步擴大進
項稅抵扣範圍，將旅客運輸服務納入抵扣，並把
納稅人取得不動產支付的進項稅由分兩年抵扣改
為一次性全額抵扣，增加納稅人當期可抵扣進項
稅。對主營業務為郵政、電信、現代服務和生活

服務業的納稅人，按進項稅額加計10%抵減應納
稅額，政策實施期限暫定截至2021年底。確保所
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二是對政策實施後納稅人
新增的留抵稅額，按有關規定予以退還。三是相
應調整部分貨物服務出口退稅率、購進農產品適
用的扣除率等。
為發揮減稅政策對改善民生和打好三大攻堅戰

的支持作用，會議還決定，一是延續2018年執行
到期的對公共租賃住房、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設
運營、國產抗愛滋病病毒藥品等的稅收優惠政
策。

企業扶貧捐款按規予扣稅額
二是從今年1月1日至2022年底，對企業用於
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縣和建

檔立卡貧困村的扶貧捐贈支出，按規定在計算應
納稅所得額時據實扣除；對符合條件的扶貧貨物
捐贈免徵增值稅。三是從2019年1月1日至2021
年底，對從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業，減按15%
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增值稅減稅配套措施出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法新社、路透社報道，哈薩
克斯坦前議長托卡耶夫20日在國會宣誓就任新
總統，接替19日辭職的納扎爾巴耶夫，完成餘
下總統任期。托卡耶夫發表就職演說時，表示
納扎爾巴耶夫辭職的決定「展現智慧」，形容
對方是有遠見的「改革者」，又讚揚對方見解
獨特，對哈薩克斯坦發展及決策起重要作用。
儘管托卡耶夫只會在納扎爾巴耶夫餘下的任期

擔任總統，但因哈薩克斯坦憲法中並沒「臨時總
統」的規定，因此托卡耶夫正式成為總統。

開國總統長女當選參院議長
哈薩克斯坦開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之長女達
莉佳同日當選為參議院議長，成為哈薩克斯坦
政壇第二號人物，輿論分析，此舉或為隔代接
班鋪路。達莉佳在2000年代創立「團結黨」，

該黨在2006年併入執政黨「祖國之光」。
納扎爾巴耶夫19日突然宣佈辭職，政府其後

發表聲明，指納扎爾巴耶夫已與俄羅斯總統普
京通電話，向對方講述辭職的決定，兩人同意
定期保持聯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經黨中央批准，
十九屆中央第三輪巡視將對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
理委員會、國家能源局、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3個
中央單位及42個中管企業黨組織開展常規巡視。
本次巡視將聚焦責任加強政治監督，督促檢查
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和
監督責任、黨建工作責任、整改責任等情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
組長趙樂際強調，國有企業是巡視全覆蓋的重要
方面，要深入把握國企領域全面從嚴治黨形勢任
務，督促企業黨組織提高政治站位，主動擔當作
為，切實履行黨和國家賦予的重要職責。
他表示，要把握國有企業特點和規律，突出監
督重點，綜合分析研判，注重「三個區分開
來」，增強發現和推動解決問題的針對性實效
性。要加強組織領導和協調配合，以科學方法和
求實作風，有力有效完成巡視任務。

哈薩克斯坦新總統就職第三輪中巡將開啟
42中管企業被納入

首都易名「努爾蘇丹」
銘記開國總統豐碑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哈薩克斯坦新總
統托卡耶夫20日發表就職演說，提出將首都阿
斯塔納改名，以19日辭職的開國總統努爾蘇丹
．納扎爾巴耶夫名字命名，國會同日投票通
過，正式將首都易名為「努爾蘇丹」。
托卡耶夫表示，阿斯塔納的發展是納扎爾巴

耶夫任內歷史壯舉之一，認為國家應透過將首
都更名為「努爾蘇丹」，銘記他作出的貢獻。
托卡耶夫同時提議在首都設立首任總統的紀念
碑。
托卡耶夫又提出將各州的首府中央大街改

名，全部統一以「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
命名，以及要求全國所有政府大樓、機構、學
校及各級官員的辦公室，繼續掛上納扎爾巴耶
夫的畫像。

■■國務院會議以多項措施協助落實國務院會議以多項措施協助落實《《政府工作報政府工作報
告告》》中更大規模減稅中更大規模減稅。。圖為天津某公司的工作人圖為天津某公司的工作人
員拿到了濱海新區發佈的首個員拿到了濱海新區發佈的首個「「三證合一三證合一」」營業營業
執照執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托卡耶夫宣托卡耶夫宣
誓就職哈國總誓就職哈國總
統統。。 美聯社美聯社

■■「「曹園曹園」」建築群俯瞰圖建築群俯瞰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本月19日，「中國之聲」以「牡丹江森林
深處驚現違建：毀林百畝削山挖湖建私

人莊園」一文，披露在森林資源豐富的黑龍江
省牡丹江市，有人在張廣才嶺國有林區裡「毀
林違建」。報道稱，這座名為「曹園」的私人
建築群從2005年開始建設，總投資上億元（人
民幣，下同），至今並未對外開放。
聶雲凌表示，接下來將對政府相關部門工
作人員是否履行到位，是否不作為、慢作
為、亂作為，甚至以權謀私、徇私枉法的行
為進行調查。「我們督查組有紀檢委同志參
加，一旦發現問題，會嚴格按照相關規定進
行處理。」聶雲凌表示，省政府已經要求牡
丹江市調查組和省裡督查組夜以繼日，盡快
把問題調查清楚，調查結果將會在第一時間
向社會公佈。

負責人曹某被帶走調查
黑龍江省林業和草原局等9個部門組成的督
查組20日已進駐「曹園」，全面開展督查工
作。調查組將利用歷年的衛星圖片資料進行
比對分析，以確定涉嫌毀林和違法佔地建設
面積。對於園內「私人博物館」中存在的
「珍稀動物標本」是否屬於走私，公安機關
也正進行調查。
「曹園」負責人曹某說，他做的是一個旅
遊項目，該項目已向省市等相關部門申請立

項，但由於急於求成，在土地審批手續沒有
完善的情況下開工建設，造成了一定影響。
一定從自身查找原因，配合調查組把事情真
相調查清楚，並願意接受所有處理意見，堅
決做好整改工作。目前曹某已經被帶走接受
調查。
牡丹江市自然資源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國

土部門曾對「曹園」的違法佔地建設進行過3
次行政處罰，雖然罰款交了，但違法建築一
直沒有拆除。
該局相關行政處罰文書顯示，牡丹江市國

土資源局分別於2009年、2015年、2018年對
「曹園」未經批准違法佔地建設下達了行政
處罰決定書，查處的違法佔地面積分別是
7,000平方米、5,736平方米、2,367平方米，
按照每平方米5元的標準進行處罰，並責令其
自行拆除。三次行政處罰下來，罰款共計7萬
5千多元。三次行政處罰決定書中，均要求其
自行拆除違法建築物及構築物。

搞旅遊開發說法被否定
針對「曹園」搞旅遊開發的說法，牡丹江
市文化旅遊局相關負責人接受媒體採訪時表
示，曹園不具備旅遊開發的任何條件。「它
不符合景區的相關條件，我們也沒有給它
（審批），後來他們就自己放棄了，沒有再
申報。」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新京報報道，近日一篇「牡丹江森林深處驚現

違建：毀林百畝削山挖湖建私人莊園」報道，引發關注。牡丹江專項調查組

20日已全面進駐「曹園」，全面開展督查工作，同時，負責人曹某已被帶走

接受調查。黑龍江省副省長聶雲凌表示，接下來將對政府相關部門工作人員

是否履行到位進行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網、新京報報道，20日，
牡丹江市副市長帶隊，相關部門及媒體跟隨到「曹
園」實地探訪，發現「曹園」內部多處違建。牡丹江
市林草局資源科科長王令軍介紹說，根據初步統計，
「曹園」園區十多處建築面積，只有5處及圍牆經過
林草局審批可以用作建築用地。園區內部分圍牆、水
池、道路、建築未經審批。其中「曹園」博物館、佔
地近2,000平方米的徽派建築也不在審批區域內。王
令軍表示，對於沒有經過林業部門審批的建築，具體
需由辦案機關定性。
「曹園」外側有兩米高的復古圍牆，其上架有一米

多高的電網。圍牆有三面，約4公里長，其正中位置
是高大的門樓，徽式建築風格。兩米多高的紅門上方
有「曹園」兩個大字。
園內建有博物館、餐飲、辦公等建築，幾乎都是仿

古佈局。據了解，園區內還有跑馬場、狩獵場、人工
湖等。

園主任法人公司老賴榜有名
據悉，「曹園」的主人曹某擔任法人的海南某某投

資有限公司，2018年被列入老賴名單，曹某本人也
先後2次被列為限制消費人員。

多處建築無審批
■■牡丹江市自然資源牡丹江市自然資源
局工作人員正在進行局工作人員正在進行
測繪測繪。。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習近平會哈佛校長支持中美教育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日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巴科。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讚賞巴科擔任哈佛大學
校長後首次出訪就來到中國，稱讚這體現了巴
科校長對中美教育交流的重視。希望中美人文
交流取得更多積極成果。願同哈佛大學等美國
教育科研機構開展更加廣泛的交流合作。

兩國人文交流期盼成果更多
習近平指出，教育交流合作是中美關係的
重要組成部分，有助於增進中美友好的民意
基礎。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

40年來，大批海外學成歸國的人才為中國的
發展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我們主張互學互鑒，鼓勵留學，支持中
外教育交流合作，希望中美人文交流取得更
多積極成果。我很高興，去年底我同特朗普
總統在阿根廷會晤時，他也表示支持中美教
育交流合作。
習近平強調，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快

速發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教育水平的提高。
中國致力於推進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
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我們將擴大教育對外開
放，加強同世界各國的交流互鑒，共同推動教

育事業發展。在此過程中，我們願同哈佛大學
等美國教育科研機構開展更加廣泛的交流合
作。
巴科表示，此訪不僅作為哈佛大學的校長，

也代表着美國高校來促進美中教育交流。美中
高校等教育文化機構保持和深化交流合作，從
長遠看對促進美中關係至關重要。哈佛大學擁
有大量中國留學生，漢語在外語中的普及率名
列前茅。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大力加強高等教
育令人欽佩，哈佛大學願繼續推進同中國
教育科研機構的交流合作。■習近平同巴科夫婦交流。 中新社

■■劉鶴劉鶴22月月1414日與姆努欽共同主日與姆努欽共同主
持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開幕式持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開幕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
在21日召開的例行新聞發佈會上
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
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
方牽頭人劉鶴與美國貿易代表萊
特希澤、財政部長姆努欽近期就
中美經貿問題舉行多輪電話磋
商。
雙方商定，萊特希澤、姆努欽
將於3月28日至29日應邀訪華，
在北京舉行第八輪中美經貿高級
別磋商。劉鶴副總理將於4月初
應邀訪美，在華盛頓舉行第九輪
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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