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新闻 2017年9月10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冯春山 主编：王红卫 美编：杨薇A04 综合

广告

海南柠海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40324188505）：
我局于2016年3月13日起对你（单位）2014年12月17日至

2017年2月28日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
下：

一、违法事实
你公司2015年10—11月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2份海关进

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完税价格合计274421152.11元，税款金额
合计35674749.77元，已申报抵扣35674749.77元。经查你公司
2015年10—11月认证抵扣的2份海关缴款书是虚假的,不得抵
扣进项税额，应转出 2015 年 10 月、11 月进项税额分别为
23578530.13 元、12096219.64 元 ，2015 年 11 月 留 抵 税 额
4468396.45元。

二、处理决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

院令第362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8号 )第九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关于纳税人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

年第33号）的规定，你公司上述2份海关缴款书不得抵扣进项税
额，应补缴 2015 年 10—11月增值税分别为 23578530.13 元、
7627823.19元。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的
规定，对你公司上述应补缴的2015年10—11月增值税，从滞纳
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滞纳金的确
定以税款实际入库时计算为准。

以上应缴税款合计31206353.32元。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国家税

务局办税服务厅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
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
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
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海
南省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2017年8月23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 琼国税三稽处〔2017〕6号

海南柠海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40324188505）：
经我局2016年 3月13日起对你公司2014年 12月17日至

2017年2月28日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及处
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你公司2015年10—11月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2份海关进口

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完税价格合计274421152.11元，税款金额合
计 35674749.77 元，已申报抵扣 35674749.77 元。经查你公司
2015年10—11月认证抵扣的2份海关缴款书是虚假的,不得抵扣
进项税额，应做进项税额转出。

二、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

项、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你公司为自己虚开用于抵扣税款的其他

发票的行为，处以罚款500000元。
以上应缴罚款共计500000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缴纳入库。到期不
缴纳罚款，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
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
向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
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2017年8月23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琼国税三稽罚〔2017〕6号

招标人：三亚市土地整理中心；项目名称：三亚市海棠区风塘村与南田
农场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一、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要求：具备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招标代理乙级（含）以上资格证书、中央投
资项目招标代理乙级（含）以上资格证书、项目负责人具有中级（含）以
上职称。报名须知：须由项目负责人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
托书、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

理乙级（含）以上资格证书、项目负责人职称证书（以上材料核原件，收
盖章复印件）。二、监理机构资格要求：具备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
工监理乙级（含）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
理能力，项目总监具备水利总监理工程师岗位证或水利监理工程师资
格证。报名须知：须由授权委托人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
书、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总监岗位证书或者监理
资格证书及总监身份证等有关材料。（以上材料核原件，收盖章复印件）
三、报名时间：2017年9月10日至9月14日，上午08:30-11:30，下午15:30-17:30。地点：三亚市河东路158号二楼。电话：0898-88263849

招标代理机构和工程监理机构公开竞选公告

新华社天津 9月 9日电 9 月 8
日，在第三十三个教师节前夕，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市长王东峰陪
同下，到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考察
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并看望慰问师
生，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广大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
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教育事
业有了更大发展，人力资源丰富的优
势得到更好发挥，为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是我国首
个培养职业教育师资的高校。在工程

实训中心，李克强听取了天津市职业
教育发展和学校办学模式、专业设置
等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学校是否与企
业合作实行订单式培养，对西部和偏
远省份学生是否减免学费，学校负责
人给予肯定回答，并告诉总理学校连
续十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超过90%，
李克强勉励他们要当好职业教育的孵
化器，为办好更高水平教育、培养更多
优秀人才作出积极贡献。

李克强同正在实训的学生们交
流，询问他们操作各类数控机床的感
受。李克强说，你们未来不是一般的
老师，是工匠之师，集老师和师傅于
一身，既传道又授业，要瞄准国际先

进技术和理念，开阔视野，打牢基础，
将来培养出更多又专又精的工匠，推
动中国制造的产品上档次。在数字
制造教学现场，李克强观看了学生开
发的用于无人工厂的自动导引车和
加工的模具等，当得知学生们从大一
就开始接受实训，李克强说，这很重
要，提高教育水平一定要注重把书本
知识和实践技能结合起来，夯实理论
基础，提高应用水平，使学生动脑动
手齐头并进。

学校拥有几十位国家级和天津
市技能大师，并与相关企业合作成立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李克强来
到这里，详细了解他们的创新成果，

并亲自按下操作键检测产品表面光
洁度，对所达到的高精密度表示赞
许。李克强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既要鼓励创造，又要能把好的
创意变成高质量的产品。现在在一
些方面技术上可以做到精细，但在
大批量生产产品时往往就有明显差
距，影响了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
受和信心。希望通过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和高水平的技能大师带动，培
养出更多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让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遍布中国各类
型、各领域的企业，深入每一个制造
环节和每一道工序，使大中小企业
都能生产出精细化产品，成为带动

中国制造跃升的重要支撑力量。一
名在校创业学生送给总理一张激光
雕刻的卡片，上面刻着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的“质量之魂，存于匠心”，
李克强肯定道，有匠心才有品质，做
得好那才是中国制造。

离开学校时，师生们纷纷围拢过
来，李克强向老师们送上节日祝贺。
他说，要在全社会进一步弘扬尊师重
教的良好风尚，不断提升基础教育、高
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质量，引导学生广
学博知、术业专攻，教育他们服务国
家、服务社会，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刘延东、杨晶陪同考察。

李克强在天津考察职业教育时强调

办更高水平教育 育更多优秀人才

这是刚下线的CRH6A-A型城际动车组（9月9日摄）。
当日，我国首列4辆编组的CRH6A-A和CRH6F-A城际动车组完成厂内的动态调试，在中车青岛

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下线，这是我国首批采用小编组的CRH6型城际动车组。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摄

2017未来科学大奖揭晓
施一公、潘建伟、许晨阳获奖
奖金各100万美元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记者董瑞丰）第二
届未来科学大奖获奖名单9日公布，清华大学的
施一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潘建伟、北京大学
的许晨阳分别获得“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
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奖金各100万美元。

据介绍，施一公因其“在解析真核信使
RNA剪接体这一关键复合物的结构，揭示活性
部位及分子层面机理的重大贡献”而获奖。
RNA剪接的异常可导致多种人类疾病，但在施
一公的研究之前，剪接体的近原子分辨率结构
没有得到阐明。

潘建伟凭借其“在量子光学技术方面的创造
性贡献，使基于量子密钥分发的安全通信成为现
实可能”而获奖。近年来，潘建伟和他领导的研究
团队发展了一系列量子光学方面的创新技术，并
利用基于光纤和卫星的量子密钥分发成功实现量
子保密通信，未来有望带来一个连接中国和世界
各个角落的实用量子通信网络。

许晨阳的获奖依据则是“在双有理代数几何
学上作出的极其深刻的贡献”。这位“80后”科学
家发展了极为可观的理论和突破性技术，解决了
代数几何学中很多不同领域的重要问题，得到国
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香港与东盟完成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新华社香港9月9日电（记者丁梓懿）据香
港特区政府新闻处9日消息，香港与东南亚国家
联盟（东盟）9日宣布完成自由贸易协定和相关投
资协定的谈判。

双方是在第二届中国香港—东盟经贸部长会
议上作出上述公布的。会议于菲律宾帕赛市举
行，由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
华和菲律宾贸易和工业部部长拉蒙·洛佩斯共同
主持，其他与会者包括来自东盟成员国的部长或
其代表。

邱腾华说：“东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贸易伙
伴。2016年，东盟位列香港第二大货物贸易伙
伴，也是香港2015年的第四大服务贸易伙伴。自
贸协定和投资协定将为香港提供更多及更佳的条
件进入东盟市场，为营商人士创造新商机，也有助
进一步加强香港和东盟在贸易和投资的交流，从
而令香港经济受惠。”

邱腾华说，“香港与东盟将于11月签署自贸
协定和投资协定。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范围全
面，当中包含的承诺具有价值，涵盖了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和技术合作以及争端解决机
制。自贸协定将于完成必要程序后生效。”

香港与东盟的自贸协定谈判于2014年7月
展开。香港与东盟的货物贸易总额在2016年达
8330亿港元，服务贸易总额在2015年达1210亿
港元。投资方面，截至2015年底，东盟为香港的
第六大向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和来源地，有关投资
存量分别为2180亿港元及5550亿港元。

东盟的成员国为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
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上接A01版
乡村教师难招难留，成为教师队伍中
的“短板”。

直面短板，定向施策。
2015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出台第一部专门指向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2015—2020年）》，让全国
330万乡村教师看到了春天。

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强化
乡村教师培养补充、改革实施国培计
划、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建立乡
村教师荣誉制度……一连串的改革举
措给乡村教师送上安心从教的定心丸。

“培训机会多了，农村教师补贴兑
现了，日子越来越舒心。”宁夏石嘴山
市惠农区回民学校教师秦鹏深感，改
革确实为乡村教师带来了“福利”。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
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
需要留住好教师，也需要培养好教师。

“系列宏伟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人
才，基础在教育，根本在教师。”教育部
部长陈宝生要求：“推进师范教育综合
改革，加大师范院校支持力度，办好师
范院校和师范专业，构建现代师范教
育体系，让优秀的人进入教师队伍。”。

通过各地各校师范生教育实践内
容、形式、师资、基地、经费等全方位改
革，教师教育布局结构逐步优化，一个
开放、协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
正在建立。

要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
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让广大教师
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
社会上有荣誉感，让教师成为让人羡
慕的职业——现代教师教育体系让更

多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优化管理
和改革则让这支队伍充满活力。

从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
改革，到继续推进教师资格考试制度
和定期注册制度改革，再到中小学校
领导人员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党的
十八大以来，一系列被认为“直抵人
心”的制度性改革对教师职业产生了
重大影响。

“校长职级制给了我实现教育理
想的平台。”山东莒县一中校长宋国
安说，校长由“行政人”变成“教育
人”，让自己20多年的教育积淀有了
施展的舞台，也让学校的教育教学有
了质的提升。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教师

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
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

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如何正本清
源、重塑师魂，是历史赋予教育工作者
的使命与职责。

五年来，《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党的
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新形势下
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等相继
出台，推动教师党支部成为教育党员
的学校、团结群众的核心、攻坚克难的
堡垒，使广大教师党员成为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
之心好老师的表率……

五年来，大中小学教育、宣传、考
核、监督、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
机制逐步完善，中小学教师和高校师
德“红线”划定，覆盖大中小学完整的
师德建设制度体系正在建立……

五年来，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评选持续进行，从黄大年、
李保国到侯伯宇、叶志平，从石秋杰到
张伟、张丽莉，一大批优秀教师塑造了
当代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和光辉榜
样，用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照亮道德
的星空……

教育的本质，从来不仅仅是知识
的传授、智慧的启迪，更是德性的涵
养，品格的培育。

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
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
筑梦人。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
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越来越多教
师正在将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教
育事业，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智
慧和力量！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时速250公里

我国最先进的
动车组下线

据新华社石家庄 9月 9 日
电 记者从中车唐车公司了解
到，9月8日，新型CRH3A动车
组在该公司下线，这是我国目前
最先进的时速250公里等级动
车组，是目前国内唯一既适用时
速 200 至 250 公里高铁客运专
线，又适用时速160至250公里
城际市域铁路的主力车型，可实
现从干线铁路到市域交通的无
缝衔接。

据介绍，新型CRH3A动车
组将在西（安）成（都）铁路客运专
线载客运营，为快速公交化“互联
互通”客运服务增添新动力。

新型CRH3A动车组采用4
动 4 拖 8 辆编组，定员 616 人。
CRH3A 动车组定位于干线铁
路、城际铁路的快速公交化客运
服务，能够满足经济圈、城市群之
间的城际铁路快速“互联互通”。

采用全密闭车厢结构

不仅具有抗风、雨、雾等恶
劣天气的能力

还大幅降低了列车运行时
的车内噪音，消除了动车组穿
越隧道时给旅客带来的耳膜不
适感

乘坐更加安静、舒适

我国首批小编组CRH6型
城际动车组在青岛下线

南京成为第169座
“国际和平城市”

据新华社南京9月9日电（记者蒋芳）记者9
日从“第十六届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上获
悉，经国际和平城市协会批准，南京成为全球第
169个“国际和平城市”。专家认为，此举对东亚
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大学和平学研究所所长刘成教授介绍
说，加入世界和平城市组织需要具备一定的条
件，“比如在战争中直接受过创伤，发生过重大
的有关和平的事件。数十年前发生的南京大屠
杀惨案中，侵华日军屠杀了至少30万中国放下
武器的士兵和平民，另有2万多妇女被迫沦为

‘慰安妇’”。
在此基础上，今年8月31日，南京正式通过

了申请。9月4日，国际和平城市协会通过视频向
全球公告，南京成为第169座国际和平城市。

“成为‘国际和平城市’的南京，将为东亚乃至
世界和平作出特殊贡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

新型CRH3A动车组
具有的新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