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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琼海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规划》的公示
《琼海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规划》已编制完成，规划范围为琼

海市嘉积镇区，规划面积约为30.24平方公里，嘉积主城区市政道路总
长193公里，管线沿市政道路敷设，管廊分析范围涵盖全部市政道
路。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
示。1、公示时间：30日（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1月3日）。2、公
示地点：琼海市政府门户网（http://qionghai.hainan.gov.cn/）、海南
日报和嘉积镇政府。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
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
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
式。4、咨询电话：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3日

关于博鳌亚洲论坛公园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建筑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中远博鳌有限公司，项目位于琼海市博鳌

亚洲论坛特别规划区（东屿岛中部）。根据《博鳌亚洲论坛特别规划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项目用地规划性质为高尔夫用地。现拟在该用
地上增加建筑面积2090平方米。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
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12
月 4日至12月 12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
南日报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qhsghwyh@126.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518室；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
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
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
式。4、咨询电话：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3日

海南京友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第20191219期)

受委托，定于2019年12月19日10:00 在我司拍卖厅拍卖：
1、奔驰E300L轿车一辆，参考价15.5 万元，；2、海口市大致坡
2236m2住宅楼，参考价890万元；3、儋州市兰洋镇2500亩农业林
业用地承包经营权。保证金：1、2万元，2、100万元，3、2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 12月17 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2 月18 日16:00之前缴纳竞买保

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海秀东路33号瑞宏大厦A1座1302室
电话：0898- 66785809 1363763248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口
药谷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编）》A0401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口华兴学校拟搬迁选址位于海盛路南侧 ，药谷工业园区
A0401地块范围，经报市政府同意，我局按程序启动了《海口药谷工业
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A0401地块规划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个
工作日（2019年12月4日至2020年1月15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海南日
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
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
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
划科，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
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8，联系人：蒙波。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4日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申
铖）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完善税收法律制度，按照全国人大
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安排，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3日起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我国消费税自1994年开征以来，

经过逐步改革和完善，税制框架基本
成熟，税制要素基本合理。两部门在
当日一并公布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中
表示，目前，消费税立法条件成熟。

“此次消费税法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将推动消费税法立法进程，更好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推进现代税制建

设。”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
说。

两部门在说明中介绍，在制定征
求意见稿时，延续了消费税基本制度
框架，保持制度稳定；将已实施的消费
税改革和政策调整内容体现在法律草
案中；根据消费税调控特点，授权国务
院调整税率。

“征求意见稿保持了我国消费税
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
李旭红说。

此外，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健全地方税体系、中央与地方收入划
分改革的有关要求，征求意见稿明确，
国务院可以实施消费税改革试点，调
整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和征收环节，试

点方案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

“在生产生活中，消费税能够成为
国家引导消费行为、调节消费结构，进
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政策工
具。”李旭红说，此次在消费税法中设
置了衔接性条款，将为下一步深化消
费税改革留下制度空间。

消费税法立法推进 3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 人民日报评论员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命运
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中央政府和14
亿中国人民永远是香港战胜任何风
险挑战的坚强后盾。

美方一意孤行，将所谓“香港人
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这不仅是
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再次暴
露了美国一些政客的险恶用心。这
一法案打着“人权”“民主”旗号，以
恐吓和威胁的手法干预香港事务，
其 实 质 就 是 要 搞 乱 香 港 、牵 制 中
国。“来而不往非礼也”，针对美方无
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暂停审批美军
舰机赴港休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
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
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
察”“自由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

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我
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任何插手
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我
们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必要
行动，坚定捍卫香港稳定繁荣，坚定
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企
图利用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
碍中国发展，注定是枉费心机。香
港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掌握在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手中，任何
搞乱香港、损害香港稳定繁荣的企图
都不会得逞。

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
香 港 的 实 践 取 得 了举世公认的成
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
中心的地位不断巩固，香港同胞享有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广泛的民主权
利和自由。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
士都公认的事实。然而，美国一些政

客却“睁眼说瞎话”，公然以国内立法
方式为香港暴力犯罪分子撑腰打气，
企图把香港打造成遏制中国的“桥头
堡”。这种行径，不仅暴露了美国一
些政客在人权、民主问题上的极端虚
伪，更暴露了“美式霸权”的任性和疯
狂。事实上，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案”不过是彻头彻尾的“纵暴法案”，它
所保护的不过是暴力犯罪分子的道德
沦丧和人性泯灭。

5 个多月来，香港持续发生的激
进暴力犯罪行为，让广大香港市民
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严重侵害和
威胁，也使香港经济连续两个季度
环比下跌。面对香港社会希望止暴
制乱、恢复秩序的最大民意，美国一
些政客不断跳将出来，公开宣称激
进示威者的行为“激励了全世界”，
美化暴力行径是“美丽的风景线”，

甚至走上香港街头为暴徒“支招”，
这不仅是和 700 多万香港市民作对，
和 14 亿中国人民作对，也是和世界
公义、国际基本准则作对。一个繁
荣稳定的香港，符合包括美国在内
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美方损人
不利己的行径充分说明，他们并不
希望香港恢复秩序，也不是真正为

“人权”“民主”着想。他们妄图以损
毁香港的繁荣稳定来遏制中国发
展，既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香港今天的成就，是与祖国内
地坚定支持密不可分的，是由香港
市民发扬“狮子山精神”拼搏奋斗出
来 的 ，绝 不 是 任 何 外 国 恩 赐 施 舍
的。回归祖国 20 多年来，香港两次
与金融风暴正面遭遇，曾经历来势
汹汹的非典、禽流感，也曾有过失业
率上升、收入增幅下降的困境。然

而，背靠内地、拥抱祖国，勤劳聪慧
的香港同胞奋力打拼，每次都能化
险为夷。今天，从粤港澳大湾区打
开的广阔天地，到“一带一路”搭建
的广阔舞台，强大的祖国不仅是香
港的底气所在，也是香港的机遇所
在。珍惜机遇、抓住机遇，与祖国内
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充分利用

“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香港的明
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中国人有能力办好香港的事情。
任何外来威胁施压，都吓不倒、更压不
垮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14 亿中国人
民，只会更加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热
情和民族凝聚力。作为祖国大家庭的
一员，香港同胞与内地民众将永远共
享伟大祖国的尊严与荣耀，共担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和使命。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背靠祖国，香港的明天更美好
——搞乱香港不会得逞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王
优玲）记者3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获悉，人社部与国家医疗保障局印
发的《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
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暂行办法》），将于2020年1月1
日起施行。

据了解，《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
和规范了港澳台人员在内地（大陆）参

加社会保险有关规定，有利于进一步
便利港澳台人员在内地（大陆）工作、
生活，保障其社会保险权益。

《暂行办法》共十五条。主要内容
包括：

一是适用人员范围。《暂行办法》
将在内地（大陆）就业和在内地（大陆）
居住未就业的两类港澳台人员纳入适
用范围。

二是适用险种范围。《暂行办法》
规定，在内地（大陆）就业的港澳台居
民应当参加五项基本社会保险。在内
地（大陆）居住未就业港澳台居民，可
以在居住地按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三是待遇享受。《暂行办法》明确，
参加社会保险的港澳台居民，依法享
受社会保险待遇。

四是经办程序。《暂行办法》明确，
港澳台居民办理社会保险的各项业务
流程与内地（大陆）居民一致。

五是双重缴费问题。《暂行办法》
规定已在香港、澳门、台湾参加当地相
关社会保险，并继续保留社会保险关
系的港澳台居民，可持相关授权机构
出具的证明，不在内地（大陆）参加养
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六是政策衔接。《暂行办法》规定，
内地（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有关机
构就社会保险事宜作出具体安排的，
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下一步，人社部、国家医保局将做
好《暂行办法》的宣传解释工作，积极
稳妥贯彻实施，提高经办服务水平，保
障政策发挥积极效应，实实在在造福
港澳台居民。

人社部、国家医保局印发

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2日电（记者熊茂伶
高攀）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表示，美国将立即“恢
复”对从巴西和阿根廷进口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西和阿根廷
两国货币大幅贬值，这对美国农民不利。他表示美国
将立即“恢复”对巴西和阿根廷钢铝产品加征关税。

去年3月，特朗普宣布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
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称进口钢铁和铝
产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韩国、巴西、阿根廷等
部分国家随后同意对出口到美国的钢铁或铝产品
实行配额限制，以换取关税豁免。

特朗普称美国将“恢复”
对南美两国钢铝产品加征关税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2日电（记者熊茂伶 高
攀）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2日宣布，法国数字服
务税“歧视”美国互联网企业，考虑到相关“损害”，
提议美国政府向香槟、奶酪、手提包等价值24亿美
元的法国输美产品加征最高达100%的关税。

莱特希泽当天下午在一份声明中说，“301调
查”显示法国数字服务税“歧视”谷歌、苹果、脸书
和亚马逊等美国互联网巨头，给美国企业带来“负
担”，同时也不符合现行国际税收政策原则。

他还表示，301调查委员会将于2020年1月
7日就此召开公众听证会征求意见。另外，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考虑对奥地利、意大利和土
耳其的数字服务税启动“301调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7月10日宣布对法国
数字服务税启动“301调查”。

所谓“301调查”源自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
301条。该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对他国的

“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发起调查，并可在调
查结束后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

美国拟对
24亿美元法国产品加征关税

日本政府2日确认，决定以160亿日元（约合
10.3亿元人民币）从开发商处买下日本西南一座
无人岛，供美军驻日部队做航空母舰舰载机模拟
起降训练。

美军航母舰载机最初在神奈川县厚木基地模
拟起降训练。训练产生巨大噪音，基地周围日本
居民不堪其扰。训练地点1991年起改在东京以
南大约1000公里的硫黄岛。

日本和美国政府2011年商定，把驻日美军舰
载机的演练地点转移至马毛岛。

法新社2日报道，一些居住在马毛岛周边岛
屿的居民说，他们担心会受舰载机模拟起降训练
噪音滋扰。

驻日美军给日本多地居民带来困扰。冲绳县
长期忍受美军犯罪、坠机及高空坠物、噪音等，不
断呼吁美军基地迁走。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政府买岛供美军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