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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12月21日致信祝贺中
泰铁路合作项目一期工程开工。泰国
总理巴育出席开工仪式并致辞。

李克强在贺信中表示，中泰铁路

合作项目是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开
展产能合作的旗舰项目，体现了共商、
共建、共享的精神，是互利双赢，将有
效提升泰国和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和互联互通水平，促进泰国经济可持

续发展，带动地区发展繁荣和民生改
善。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密切合作，高
质量地完成中泰铁路合作项目一期工
程建设，扎实推进项目二期相关工作，
争取早日实现中泰铁路和中老铁路的

互联互通，促进沿线国家经贸交流和
人员往来，也可实现互利多赢。

李克强指出，中泰一家亲。作为
泰国的友好邻邦，中方高度重视发展
中泰友好关系。中方愿同泰方共同努

力，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以中泰铁路合
作项目为新平台，持续推进两国互利
共赢的务实合作，推动中泰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为两国
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中泰铁路合作项目一期工程开工
李克强致信祝贺

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20 日电
（记者江宇娟 高攀）美国国会参众
两院20日通过了自1986年以来美
国最大规模的税改法案。该法案在
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后，将于
2018年1月开始实施。

当天，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分
别以51票赞成、48票反对和224
票赞成、20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
这一税改法案。国会民主党人全
部投了反对票。这一法案的通过
是特朗普政府执政首年内的重要
立法成绩。

根据这份法案，美国联邦企业
所得税率将从现在的 35％降至
21％；对美国企业留存海外的利润
进行一次性征税，其中现金利润的
税率为15.5％；推行“属地制”征税
原则，即未来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
将只需在利润产生的国家交税，而
无需向美国政府交税。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维持目前
联邦个人所得税率分为7档不变，

但大部分税率有所下降，其中最高
税率从目前的 39.6％降至 37％。
此外，个人所得税标准抵扣额将翻
倍，但对地方和州税等税收抵扣设
定上限。

这一法案中有关企业所得税的
修改内容是永久的，但个人所得税
变动的有效期仅到2025年底。

特朗普当天在一份声明中
说，减税并对糟糕的税收体系进
行改革，将为美国经济引擎注入
燃料。

不过民调显示，这份法案的民
众欢迎度并不高。《华尔街日报》和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联合民调显
示，不足25％的民众认为该法案是
个“好主意”，而41％的民众认为该
法案是个“坏主意”。

美国参众两院税务联合委员会
的初步预测显示，未来10年，该法
案将让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增加1.46
万亿美元，平均每年推动经济增速
提高不到0.08个百分点。

针对跨国企业的税收改革，这
份法案除了推行“属地制”征税原则
和对美国企业海外利润一次性征税
外，还推出了税基侵蚀与反滥用税，
即如果跨国企业与海外分支机构或
总部的交易降低了这些企业在美国
的纳税义务，美国政府将对此类交
易征税。这种新税种将限制跨国企
业通过此类内部交易来避税，还将
阻止他们将产业或知识产权、专利

等无形资产转移到其他国家。
这一条款已经招致美国贸易伙

伴的反对。日前，法国、德国、意大
利、西班牙和英国等欧洲五国财长
联合致信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称
美国减税法案的部分内容可能违
反目前双边税收协定和世界贸易
规则。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赫夫

鲍尔说，税基侵蚀税将破坏当前的
全球产业链，有可能引发美国贸易
和投资伙伴的抗议和报复，甚至可
能引发在世贸组织的诉讼。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税收的
协调变得日益严峻。萨默斯表示，美
国不应加入全球竞争性减税，而应成
为全球税务协调的关键力量。

（新华社华盛顿12月 20日电
记者江宇娟 高攀 金旼旼）

美3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法案影响几何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20日通过30年来美国最大规模减
税法案。分析人士认为，减税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
有限，而且部分涉及跨国企业的条款可能违反双边税收协
定和国际贸易准则。

企业所得税改革是本次减税法
案的核心，也得到美国商界的普遍支
持。根据税改法案，美国联邦企业所
得 税 税 率 将 从 现 在 的 35％ 降 至
21％；对美国企业留存海外的利润一
次性征税，其中现金利润的税率为
15.5％；推行“属地制”征税原则，即
未来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将只需在
利润产生的国家交税，而无需向美国
政府交税。为鼓励企业长期投资，企
业所得税税改内容是永久的。

美国商会总裁托马斯·多诺霍当
天发表声明说，美国商界一直呼吁降
低企业税率，实施全面直接的资本投
资抵扣和属地制征税原则，这些措施
将让美国企业更具竞争力。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维持目前联

邦个人所得税率7档不变，但大部分
税率有所下降，其中最高税率从目前
的39.6％降至37％。此外，个人所得
税标准抵扣额将翻倍，但对地方和州
税等税收抵扣设定上限。个人所得
税变动的有效期仅到2025年底。

美国参众两院税收联合委员
会的初步预测显示，2019 年，家庭
年收入在 2 万至 10 万美元之间的
中产阶级，即半数的美国纳税人，
将享受 610 亿美元的减税规模。不
过税收优惠到期后，这些家庭缴税
规模将增加。

华盛顿智库税务政策中心的研
究显示，本次减税的大部分收益都将
由高收入家庭获得，有可能进一步加
剧美国贫富分化。

目前，主流经济学界普遍认为
减税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较为温
和。参众两院税收联合委员会预
测，未来十年内，减税法案将平均每
年推动经济增速提高不到0.08个百
分点。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的预测显示，未来十年，减税将提高
经济增速0.06至0.12个百分点。

美联储主席耶伦近期也表示，美
联储官员与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减税
政策的分析一致，认为减税可能会小

幅提升未来几年美国经济增长。美
联储近期公布的经济预测显示，预计
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速均为2.5％，
分 别 高 于 9 月 份 预 测 的 2.4％ 和
2.1％。但到2019年和2020年，美国
经济增速将分别回落至2.1％和2％。

分析人士指出，减税法案非但
不能实现对美国经济的强刺激，还
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联邦政府的债务
水平。参众两院税收联合委员会的
初步预测显示，未来十年，该法案将

让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增加1.46
万亿美元。美国跨党派研究机构

“争取制定负责的联邦预算委员会”
预计，到2027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从2017年
的77％上升至98％。

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则
指出减税法案进一步推高美国财政
赤字，政府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以
及科技领域的投资必将受限，无助
于提高美国潜在经济增长。

菲律宾一艘载有251人
的渡轮沉没
240人获救，4人死亡，7人失踪

新华社马尼拉12月21日电 菲律宾海岸警
卫队21日说，一艘载有251人的渡轮当天上午在
菲北部奎松省以外海域沉没，其中240人已获救，
4人死亡，另有7人失踪。

菲海岸警卫队新闻发言人阿曼德·巴利洛表示，
当地时间21日8时30分左右，这艘渡轮从奎松省一
港口出发，由于天气情况恶劣，约一小时后沉没。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表示，目前尚未收到失事
渡轮上有中国公民的报告。

韩国一运动中心发生火灾
已致29人死亡，26人受伤

韩国消防部门21日说，韩国忠清北道堤川市
一运动中心当天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29人
死亡，另有26人受伤。图为在韩国堤川市拍摄的
起火大楼。 新华社/法新

美国财政部宣布

制裁5名俄罗斯人
包括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20日电 （记者刘晨
朱东阳）美国财政部20日宣布，依据与俄罗斯人权
问题捆绑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5名俄罗斯人，
其中包括俄联邦车臣共和国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
夫。至此，“马格尼茨基名单”人数已增至49人。

根据财政部当天发布的声明，卡德罗夫和另
一人被指侵犯人权，其余3人被指参与当年由俄
罗斯律师马格尼茨基揭发出的预谋犯罪。根据规
定，受制裁人员在美国境内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
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俄罗斯律师马格尼茨基曾指认多名俄罗斯官
员合谋侵吞2.3亿美元税款。2008年马格尼茨基
因逃税罪名被捕，2009年预审羁押期间死亡。时
任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12月签署“马格尼茨
基法案”规定，不得向与马格尼茨基之死及侵犯人
权有关的俄罗斯公民发放美国入境签证。今年1
月，美财政部曾扩大“马格尼茨基名单”，进一步恶
化了两国关系。

土耳其警方抓获217名
非法移民及偷渡组织者

新华社安卡拉12月20日电 （记者秦彦洋
施春）土耳其警方20日在全国多地展开行动，共
抓获217名非法移民及偷渡组织者。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警方消息说，抓
捕行动在土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省附
近海域和南部边境的哈塔伊省进行。在伊斯坦布
尔的行动中，警方拦截了4辆可疑小型巴士，抓获
115名巴基斯坦籍非法移民。警方还控制了7名
偷渡活动组织者，他们被控帮助非法移民经土耳
其偷渡进入希腊。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土耳其成为
叙利亚难民及多国非法移民前往欧洲的重要通
道，土耳其自身也收留了超过300万名叙利亚难
民。近来，土耳其政府强化土叙边境管理措施，包
括修建边境隔离墙，并加强海上巡逻，进一步打击
非法偷渡活动。

美国会通过30年来最大规模税改法案
送交特朗普签署生效后，将于2018年1月开始实施

企业税改是重点

经济刺激效果或有限

全球税基争夺或将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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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就国会通过税改法案发表讲话。 新华社/路透

广告

1、公示主体：海口国家高新区。

2、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17年12月22日至2018年1月3日）。

3、该图仅为示意图，以最后审批为准。

4、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网站（www.gxq.gov.cn）；建设项目

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5、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mail@gxq.

com.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园海口

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行政审批局，邮编：571152；（3）意见或建议应在

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咨询电话：65580991，联系人：朱明刚。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南海·幸福汇项目方案变更批前规划公示
琼海市万泉镇东升农场九队建筑用花岗岩矿（石海01）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及《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琼海市国土
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琼海市万泉镇东升农场九队建筑用花岗岩矿（石海01）采矿权。本次挂牌出让由琼海市国土资源局委托海南省土地
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二、本次挂牌出让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
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人资格条件及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竞买

申请人只能单独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联合竞
买申请。2、参与海南省采矿权招标、拍卖或挂
牌出让的竞买人，受到省、市（县）国土资源部
门禁止参与竞买处罚且期限未满的，以及被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
业，不得申请竞买。3、在我市整顿和规范采矿
秩序过程中不存在乱采、滥挖、越界开采等违
法违规行为，无因未履行义务被取消竞得人资
格、冒用采矿许可证等不良行为。4、竞买人须
提交《挂牌出让竞买承诺书》（样本见《挂牌出
让手册》）。5、须按要求缴纳竞买保证金。6、
遵守采矿权出让相关法律法规。

四、竞买咨询及竞买申请
1、有意竞买者可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一楼受理窗口（地址：海口市国兴大
道9号会展楼）查询和获取《琼海市万泉镇东

升农场九队建筑用花岗岩矿（石海01）采矿权
挂牌出让手册》，并按该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
参加竞买。2、竞买申请时间：2017年 12月
22 日上午 8:30 至 2018 年 1 月 22 日下午
16:30（北京时间，下同）。

五、竞买资格审查与确认
经审查，竞买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

证金，符合竞买人资质条件的，在2018年1月
23日下午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挂牌时间及地点
1、挂牌起始时间：2018年1月24日上午

8:30;2、挂牌截止时间：2018年2月7日上午
10:00;3、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 8:30 至
11:30和下午14:30至17:30（工作日）；4、挂牌
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

七、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
1、矿业权存在不可预见的自然因素变

化、政策法规变化等风险，竞买人在竞买前应
当预见到有一定的风险，在竞得后须自行承
担风险所带来的损失。2、涉及到林地、土地

使用、安全生产、水土保持等有关事项，由竞
得人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3、琼海市
国土资源局定于2018年1月3日组织矿区现
场踏勘及答疑，有意竞买者请于当日上午9:
00时前到该局集合（地址：海南省琼海市嘉积
镇金海北路39号（海桂学校对面），联系人：
王小姐，电话：0898—62837284）。4、本次挂
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5、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
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八、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 65236087 65303602
联 系 人：陈女士 李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琼海市国土资源局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7年12月22日

采矿权名称 矿区地址
资源储量

（万立方米）
矿区面积(亩)

开采规模
（万立方米/年）

出让
年限（年）

挂牌起始价
(万元)

竞买保证金
(万元)

琼海市万泉镇东升农场九队建
筑用花岗岩矿（石海01）采矿权

万 泉 镇 东
升农场

121.32 152.4 20 6 364 350

1、矿区范围坐标（西安80）：（1）2140292.13，37433407.61……（10）2139957.36，37433242.46，具体坐标详见《挂牌出让手
册》第二章挂牌出让须知。2、开采标高：+100米至+55米。3、出让年限自登记发证之日起计算，期满不延续。4、成交后竞得人
缴纳的竞买保证金冲抵采矿权出让金，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备注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陵环〔2017〕411号

陵水新村张冰再生塑料半成品加工厂：
经查，你单位在未办理任何环境行政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

于2011年10月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长坡村委会双杠坡建设塑
料加工项目；且项目未配套污染治理设施，生产过程中，清洗塑料制
品所产生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存放于渗坑内，渗坑内产生的污泥未
经处理直接露天堆放在厂区范围内，未采取任何防尘措施；废旧塑
料膜等生产原料在堆场露天堆放，未采取任何防尘、防渗措施，对周
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违反了《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我局依法于
2016年4月27日对你厂做出了《陵水黎族自治县生态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陵环〔2016〕9号），要求你厂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交罚款。

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6年4月27日直接送达，至今你厂未在
规定期限内缴交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通知书
送达10日内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上述规定，我局现催告你公司在
接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依法履行我局《陵水黎族自治县生态环境保
护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陵环〔2016〕9号）的处罚决定:

一、处罚款15万元人民币。
你单位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如需要进行陈述、申辩，请在接到

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
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逾期未提出书面陈述和申辩意见，又不履行
上述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我局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南干道生态环境保护局
邮政编码:572400
联系电话:0898-83385967

陵水黎族自治县生态环境保护局
2017年9月13日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171222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8年1月8日上午10:00时在我公司拍卖

厅公开拍卖：海口市美兰区美祥横路2号和风·江岸小区7号楼5层
2单元2-501房。保证金30万元整。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

至2018年1月5日下午5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月5日下午4时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

电话：18889413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