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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局长!责任重大!有人爱有人"恨#$ 在
河南省漯河市! 提起源汇区前任安监局长王茂
俊! 连安监监管对象都竖起大拇指%"这样的共
产党员我们信服& #而今!王茂俊已经去世半年
了! 他用热血和智慧为一方百姓铸就的安全生
产'保护伞()))"红黄蓝分级监管模式(!已由
有关部门向全国推介$

!"#$%&

一阵刺耳的消防警笛声划破宁静的夜空$王
茂俊从睡梦中一骨碌爬起!抓起电话打到消防指
挥中心$ 指挥中心告诉他!一辆装载醋酸甲酯的
运输车在 !"#国道源汇区境内发生严重泄漏$

王茂俊冲出家门!跳进一辆出租车!火速赶
到现场$ 他顶着刺鼻的毒气!封闭现场!疏导交
通! 迅速调用两台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进行抽
排转移醋酸甲酯! 并冒着生命危险指挥接转泄
漏物质和进行现场稀释处理$

对于这起发生在 $"!"年 $月 %日的事故!

漯河市委通报表彰道!在发生危及生命的事故时!

共产党员王茂俊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冲锋在
前!指挥得力!避免了一场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警笛就是命令$ 半夜爬起来冲上危险的一
线!对王茂俊来说是家常便饭$

源汇区是漯河市的商贸物流中心! 有 &"""

多家各类企业!'$个大型商场* 专业市场!!()万
家个体工商户$ 点多面广!安全生产监管难度大$

!"年前!王茂俊从区经贸计委安全科带来
#名工作人员! 组成了源汇区安监局$ 甫一上
任! 他就给自己立下了工矿商贸领域生产安全
事故零死亡的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 他不分昼夜! 到全区企
业*市场*危险化学品行业进行拉网式排查$ 很
快!全区 &*个危险化学品行业!哪里消防通道
阻塞!哪家商场没有设置安全网!哪家企业没有
配备安全专员! 哪栋楼房年久失修已成危房
++他摸得清清楚楚!并立即登记造册!绘成了
详细的安全生产形势图$

对于全区 &""多家上规模企业! 王茂俊坚
持每周两次到危险化学品企业和重点企业摸排
情况!每月两次走访其他企业$

一家机械加工企业切割材料设备年久失
修!输气皮管老化气体泄露!引燃的易燃材料
霎时火海一片!在场人员一阵慌乱$紧急关头!

正巧到这家企业进行安全检查的王茂俊大步
冲进火场!迅速关闭燃气阀门!避免了一场,火
烧连营#的灾难$ 事后!他不顾身体烧伤!同企
业领导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帮助他们制定安
全整改措施$

记者在漯河市源汇区马路街办事处的墙
上看到一幅红*黄*蓝三色的平面图$这就是王
茂俊创出的,红黄蓝#分级安全监管图红色的
是大超市*大宾馆*化工店*油漆店等-黄色的
是大服装店*大婚纱摄影店等-蓝色的是小烟
酒店*小粮油店*小理发店等!按照危险等级不
同以颜色划分实行分级管理$ 一旦发生事故!

可以在 &"秒之内找到安全事故突发点! 并启
动应急抢险预案$

'()*+,-./0123

$"!"年 !!月!被人称为,工作狂#,拼命三
郎#的王茂俊!被肝癌击倒!)$岁便去世了$

记者采访中! 人们用深情的语言怀念这位
河南省 ,优秀共产党员#,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他挤公交车上班!说局里经费少!能省一分是
一分$#,他出差都是找便宜的招待所住!吃的就
一碗面条$ #,他生前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改
造的老岳母的职工宿舍! 家中的电视机是十多
年前的老式电器$#,.干部不领!水牛掉井/是他
的口头禅!事事他都亲力亲为0 (++

源汇区区委书记马超音说! 王茂俊身上有
一种共产党人的磁性$

强大的,磁性(!源自共产党人的事业心和
责任感! 也源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这些年
来!王茂俊拒收监管对象现金 !"万余元!退回
各类有价证券*礼品价值 *万多元$他带领的团
队在执法中没有吃过企业一顿饭! 事故隐患罚
款数是零$ 安监局在源汇区也因此成为最受群
众欢迎和爱戴的执法团队$王茂俊去世后!人们
发现!他的银行存款只有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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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鲜金化以西邱少云牺
牲的 &+!高地! 高高地耸立着
一座石壁! 上面镌刻着一行鲜
艳夺目的红漆大字%,为整体*

为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
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

邱少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一级英雄$

朝鲜战争爆发后!!+)!年
&月! 邱少云参加中国人民志
愿军赴朝作战$

!+)$年 !"月!邱少云所在
部队担负攻击金化以西 ,联合

国军(前哨阵地 &+!高地$为缩短进攻距离!便于突然发
起攻击!!!日夜!部队组织 )""余人在敌阵地前沿的草
丛中潜伏$ !$日 !$时左右!美军盲目发射燃烧弹!其中
一发落在邱少云潜伏点附近!草丛立即燃烧起来!火势
迅速蔓延到他身上$ 邱少云身后就是一条水沟!只要他
后退几步!就势一翻!就可在泥水里将火苗扑灭$但是邱
少云没有这样做$他想到!这是敌人的盲弹!只要自己稍
一挪动!很可能会使敌人发现我军的潜伏目标$那样!潜
伏行动就会暴露!整个作战行动就会被打乱$ 为防止携
带的爆破筒和子弹遇热爆炸! 他强忍着烈火烧身的剧
痛!轻轻地将爆破筒推向一边!将子弹埋到土里$为了不
暴露目标! 确保全体潜伏人员的安全和攻击任务的完
成!邱少云放弃自救!咬紧牙关!两手深深地插进泥土!

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坚持 &"多分钟!直至壮烈牺
牲$ 志愿军反击部队在邱少云伟大献身精神鼓舞下!当
晚胜利攻占了 &+!高地!全歼美军一个加强连$

战后! 所在部队党委追认邱少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并追授,模范青年团员(称号$ !+)$年 !!月 *日!中国人
民志愿军总部给他追记特等功$ !+)&年 *月 !日!志愿军
总部追授他,一级英雄(称号$同年 *月 $)日!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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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日! 韩素云
出生在山东省梁山县一个普通
农民家庭$ 初中毕业后!韩素云
和其他当地的女孩子一样!开始
在家务农$ !+%&年初!韩素云与
倪效武定了亲$

这一年 !"月!广西边防部
队到山东梁山征兵$倪效武家祖
孙三代 +口人!%"多岁的奶奶
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父亲得了慢
性阑尾炎! 母亲有神经性官能
症!哥哥在 !""多里外的矿上做
工很少回家!嫂子身体虚弱干不

了重活!弟弟的眼睛半盲!一对双胞胎妹妹正在读小学$

当倪效武有些犹豫的时候! 韩素云鼓励他去参
军$ 在韩素云心目中!当解放军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年倪效武参军到了边防!可心还时不时地惦
记着家里$ 韩素云写信说%,你能在法卡山英雄部队当
兵!是你的福分!我也光荣$ 你要像英雄那样干出个样
子来$ 家里的事你不要操心!有我顶着& (

这以后!她封封家信报平安!总是说爹娘的身体
有了好转!地里的庄稼收成很好!妹妹的学习有了长
进$ 正是这一封封平安家信!使倪效武慢慢放下心来!

韩素云挑起 +口之家的生活重担深深地触动了他$

!+%+年夏天!韩素云感到大腿有时像针扎一样疼
痛!两条腿总是弯不下来$ 开始她并没有把这事儿放
在心上$ 不料!疼痛一天比一天厉害!有时晚上痛得睡
不着觉$ 她一直瞒着倪效武!在 &年多的时间里!她吃
了 &"多瓶止痛片!硬是挺着$

!++$年春天! 韩素云带着女儿到麦田里套种棉
花$ 干着干着!觉得两条腿像木头一样不听使唤!一下
子倒在麦田里!吓得女儿哇哇直哭$ 不久!韩素云接到
倪效武的信!让她火速到部队检查治疗$

倪效武带着韩素云先后到南宁* 郑州* 济南的 #

家大医院求医$ 为治韩素云的病!倪效武已把家里值
钱的东西都卖了!还欠了 $"""多元的债$

正当韩素云对治好腿病有些丧失信心的时候! 军营和
社会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年底!倪效武所在的教导队
官兵自发组织了一个捐款活动!人们含着泪水走向捐款箱$

在医院的精心治疗和各方的关怀下!韩素云迅速
恢复康复!左侧的股骨头术后生长良好!右侧坏死的
股骨服用中草药后!也逐渐,复活(!无需再动手术了$

!++)年 !月 )日!韩素云作为,爱国拥军先进集
体报告团(的主要成员!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的亲切会见$ 陈慕华称赞韩
素云是新时代妇女的楷模$

!++)年 !月 #日上午!国防大学大礼堂!百名将
军在这里聆听了好军嫂韩素云的报告$ !++)年春节前
夕!韩素云和倪效武先后在北京*上海*山东作了 +场
报告$ 韩素云爱国拥军的模范事迹传遍了神州大地!

家喻户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ijklmnonpqrs )"tuv'wxypz{|}~

专家学者回应个税改革三大焦点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活动于

&!日 $'时截止$ 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系统自 '

月 $)日启动以来!收到意见 $&万多条!创全国人大
立法史上单项立法意见数之最$

伴随着个税征求意见!近一段时间!社会各界对
于个税有关话题的讨论此起彼伏$ 为何 &"""元免征
额成为焦点中的焦点1 如何堵住高收入人群的个税
漏洞1个税改革能否实现以,家庭为单位征收(1面对
一个又一个焦点话题!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采访
了业内权威专家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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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个人所
得税法修订的一大难点就是免征额高低的选
择$在个税中设置免征额!主要是考虑到保护
居民的,基本生存权利(!要在工薪所得中扣
除一部分必要的,生计费用(!维持居民的基
本生活条件$

<�j�[�j�����������

�$ 我国个税免征额的设定主要是以基本生活费用
支出为基础! 综合考虑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增长和
物价变化等因素确定!草案提出的 &"""元额度符合
当前居民消费支出增长情况! 也为今后几年居民消
费支出增长留下空间$

�4��;<�������; CD¡¢

£$ 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 分别适用 )"""

元*'"""元*&"""元的减除费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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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B5]HIJ#�' XW�

�����$

;<k�¤�jk���¤¤�¥¦§$ 应该
说 &"""元的免征额是在前几次调整幅度基础上的
一种相对平稳调整! 背后也传递出个税免征额将实
行,动态调整(的积极信号$也就是说!今后免征额不
是一成不变的! 而会随着我国物价汇率变动以及居
民基本生活消费支出的变化实行动态化调整$同时!

免征额也不宜调得过高!否则个税纳税面过窄!不利

于提高公众纳税意识! 税收大幅下降也不利于增加
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

���$不能忽视上调免征额的负面作用$单纯
提高免征额对所有人都会带来减税! 但对缩小贫富
差距具有反向调节作用$收入越高的群体减税越多!

而低收入群体受益相对较少$因此!上调免征额的改
革数额宜低不宜高! 应该与级距和税率的改革共同
进行$ 应多调级距和税率!少调免征额!这是降低中
低收入人群税负和提高高收入者税负的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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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一方面要看到!

此次个税法修订对税率级次级距也进行了调
整!体现了加大对高收入者调节力度的态度!

是改革的一大亮点$ 另一方面也要承认!目
前的调整仍仅限于针对工薪所得!并没有涉
及高收入群体股息*资本利得等非劳动所得!

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由于信息不对
称! 高收入人群工薪所得之外的收入很难被监测和
征收到$ 亟待加强对高收入人群工薪以外收入的个
税征管$

¡¢£$ 我国目前寄希望于通过个税来调整收
入差距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目前很多人的收入并非
体现在工资单上$事实上!收入差距更多体现在工资
以外的部分!包括财产性收入$正是这些非工资收入
使得个税调整贫富差距,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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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³�²�������´µ¶$ 加强高收
入者的税收征管是发挥个税,削峰平谷(调控作用的
重要手段$从我国现有的税收征管模式来讲!最有效
的加强高收入者个税征管的方法是在单位层面$ 加
强代扣代缴!加强对单位违规发放收入的监管!加强
对企业的审计$同时!加大对单位在代扣代缴层面偷
逃个税的处罚$

;<5�®�·�j�¸CD¹º$ 我国目前

对年收入在 !$万元以上的纳税人是要求进行纳税
申报的! 这有利于税务机关掌握高收入者的相关信
息!有利于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应该不断地
推进!并适当增加对不申报者的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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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关于,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的个税
改革讨论! 实际上传递出个税改革亟待从分类向综
合迈进的改革信号$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个
税都实行综合或者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综合
计税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纳税能力的税制!而我国,十
二五( 已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
合的个税税制$

��$ï_nðkñyòóôõ)#yDöyl

=�op÷øÍ¸ùï_núû5* #yDå¶Ù

R5oæç*#yDåµR5nüý' Y�ynt�

ÔDE�§þ�#¥¦øô$ ®¯GXWÍÿ!"

�#¥¦$

�²³�����ÄÅ$ 目前的个税修订举措
仍属于个税改革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目标迈进的
,前期铺垫(! 当前要在我国推进综合计税仍面临很
大难度$ ,需要实现纳税人信息申报的实名制!个人
全部收入信息应实现网络全覆盖! 纳税人申报制度
也要健全!同时管理部门的稽查能力也要跟上!工作
量会非常大$ (

;<5�®�·����xÆÇ$ 此次个税法
修订内容与,十二五(提出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
税改革目标并没有多少对接关系$此次税制调节举措
推出后! 国家应瞄准个税的改革目标加快推进改革!

重点是突破税收征管和税制结构改革难点!包括增加
直接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这也是百姓感觉税负重
的根源!最终使社会收入分配回归公平合理的轨道$

;<-È���²ÉÊ�®¯°JËÌ$现阶段!推
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目标需从四方面着手!第
一是让所有的公民有一个税号-第二是所有收入完全货币
化-第三是加强现金管理!大额的现金流动必须通过银行-

第四是对税务*工商*企业*金融等进行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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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是台湾卫生主管机构针对黑心塑化剂采取大规模行动
的,大限之日#2,,#,-.#34各县市卫生局从凌晨起同步
出击展开检查!对象主要包括各地的量贩店和超商等!行
动中发现多起未及时贴出合格标识的商家! 分别给予罚
款或警告等处罚$ 根据岛内有关机构规定!从 )月 &!日
零时起!运动饮料*果汁*茶饮等 )大类食品都须提供检
验安全证明!否则一律下架回收!违者将受重罚$

&!日凌晨! 全台共突击检查了 !"#家通路商!对
违规情节轻微者给予口头警告!或是开出劝导单!对情
节严重者则予以重罚$但由于检查标准似未统一!各地
出现了宽松不一的现象$ 在新北市板桥一个家乐福卖
场! 检查人员对上架未提证明的某品牌食品开出了第
一张罚单!将处以 &万至 !)万元新台币罚款$ 台北市
当天凌晨共查核 $#)项*&%)"件产品!其中有 &''%件
无法提出安全证明!当即要求业者下架$

与此同时!卷入这场风波的产品越来越多$ 最新消
息显示!专供儿童的乳酸咀嚼比菲 ,/,/锭!其中塑
化剂 ,012浓度比官方标准高了 !"""多倍$ 另外!包
括益生菌胶囊舒伏敏* 康富生技的 ,,3!!*净元益生
菌*百晟生技威敏 24567!89:粉末营养食品*欣茂公司
固乐好等产品的塑化剂浓度都高出标准值数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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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广
东省人大常委会 &!日通过决议!批准公安机关对广
东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梁创齐采取监视居住措施$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

员会主任林华
景向常委会报
告说! 根据公

安部有关通报!广东创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梁创齐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数额特别巨
大!已经触犯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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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 $"!!年 )月开始;青海将在县级以上医
院开展合理用药监测工作! 及时反映临床用药情
况!对不合理用药行为进行及时干预$

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的不合理用药行为!青海省
将根据5执业医师法65医疗机构药事管理办法65处
方管理办法6等法律7法规规定给予处罚%对监测指
标不符合相关规定!特别是抗菌药物使用量*使用

率* 使用强度
监测排名靠前

的医院!医院负责人要向青海省卫生厅写出书面说
明!并进行诫勉谈话$对用药不合理的科室!医院要
对科室负责人实行问责制$ 对用药不合理的医生!

医院要通过警告谈话限期改正*限定处方权*取消
处方权等进行及时干预$对严重违规使用药品的医
生要给予暂停执业 &至 *个月的处理! 对经教育*

培训仍无改正的医师!注销其执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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