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天津9月2日电 中国向 “非洲
之角” 地区国家提供的首批粮食援助9月2日
自天津港启运。 首批援助的1440吨小麦， 将
经由吉布提的港口转运至埃塞俄比亚， 计划
本月底可运抵并分发给当地灾民。

中国政府日前宣布向遭遇大旱的 “非洲
之角” 地区受灾国家提供总额近7000万美元
的紧急粮食援助。 记者从商务部对外援助司
了解到， 这次援助将通过两个渠道实施： 一
是由商务部与 “非洲之角 ” 受援国沟通协
调， 根据当地需要商定粮食品种、 规格和数
量后， 立即组货发运； 二是中国政府向索马
里提供的1600万美元粮援现汇， 通过联合国
世界粮食计划署组织实施。

商务部援外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商务部
还在密切跟踪 “非洲之角” 地区灾情发展变
化， 并将及时确定、 落实下一步援助方案。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2010年国民体
质监测公报2日上午公布。 据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国民体质总体合格率持续上升， 学生体
质健康状况总体有所改善， 但各年龄段人群
的超重与肥胖率却持续增长。

据悉 ， 此次检测工作自2009年1月至今
历时2年半， 共经历了前期准备、 数据采集、
数据汇总和处理、 工作总结等4个阶段 。 监
测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 监测指标包括
了体质所涵盖人体的身体形态、 身体机能和
身体素质等3个方面。

主要调研结果表明， 幼儿的身体形态生
长发育水平和身体素质呈持续增长趋势； 学
生体质健康状况总体有所改善； 国民体质总
体合格率持续上升。

调研结果同时显示， 我国国民体质健康
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如大学生的耐力 、
速度、 爆发力、 力量素质继续出现下降； 中
小学生、 成年人、 老年人超重与肥胖率持续
增长； 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持续增高且出现
低龄化倾向； 成年人的绝对力量和爆发力持
续下降； 老年人的力量素质有所降低等。

据新华社广州9月2日电 （记者 梁钢华）
记者2日从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获悉， 我国
第一艘常驻西沙群岛及其海域的400吨级大
型渔政执法船———中国渔政306船， 近日已
驶离广州的基地码头， 正式开赴西沙群岛执
行公务。 这标志着我国在西沙群岛及其海域
已形成全天候的渔政执法力量。

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副局长郭锦富介
绍， 之前我国在西沙群岛仅部署有两艘100
吨级以下的渔政执法船。 郭锦富表示， 中国
渔政306船正式投入使用后， 将常驻西沙渔
政码头， 与原有的中国渔政船一起， 担负起
对西沙海域的日常有效管理。

据悉， 中国渔政306船长56米、 宽7.8米、
高3.85米， 最高航速18节， 续航力2000海里，
是我国目前已建成的较为先进的海洋渔业执
法公务船之一。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2日应约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通电
话， 双方重点就世界和欧洲经济金融形势以
及中欧关系交换看法。

温家宝说， 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复杂、
敏感、 艰难的时期。 各国既要实行有效的、
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 有针对性地解决突
出问题， 切实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也要同舟
共济， 凝聚共识， 加强协调合作。 中国有信
心、 有能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为促进
世界经济复苏和强劲、 可持续、 平衡增长作
出应有贡献。

温家宝表示， 中方对欧洲经济和欧元始
终抱有信心， 将继续把欧洲作为主要投资市
场之一， 希望欧方确保中方对欧投资安全。

巴罗佐表示，欧方正在采取措施，努力维
护欧洲经济的稳定，有能力解决面临的困难。
欧方感谢中方对欧元和欧元区经济的支持，
高度重视与中方的对话与合作， 认为这符合
欧方的利益，对欧方至关重要，愿加强双方在
贸易、投资、创新、能源、网络安全、人文等领
域的合作，欢迎中方扩大对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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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明确， 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 房屋、 土地权属原归夫妻
一方所有， 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的， 免征契
税， 这项政策从2011年8月31日起执行。

那么，这一政策的制定有何依据？ 如果已
经征收的是否退税？ 离婚后房屋权属变化是
否征收契税？ 针对这些与“房产证加名税”明
确后有关的疑问，记者2日进行了采访。

政策制定具有合法性
根据契税暂行条例， 境内转移土地、 房

屋权属， 承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缴纳
契税。 根据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 婚前贷款
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

此次政策明确后， 有些人提出这样的疑
问， 将夫妻一方婚前购买的房屋加上另一方
的名字， 意味着将房屋的部分权属转移给另
一方， 应属于契税征税范围， 现在免税政策
的制定有何依据？

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表
示：“这一次将房屋权属由夫妻一方所有变更
为共有的契税政策定为免征，具有合法性，免
征并不是不征， 免征通常是基于某些特殊考
虑，是有一定期限的，而不征是征收对象本身

不是应税行为，不在征税范围之内。 ”

已经征收的不退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放的通知，

免征契税政策是从8月31日开始执行， 那么，
此前如果已经征收的契税是否可以退还呢？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安体富指
出，从税法角度严格来看，财政部、税务总局通知
中明确了执行起始日期是8月31日， 那么开始免
征的时间也就是8月31日，也就不存在退税之说。

离婚后房屋权属变化不征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通知中明确，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房屋、土地权属原归夫妻一
方所有，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的，免征契税。
那么，离婚后，因夫妻财产分割而将原共有房
屋产权归属一方，是否征收契税呢？

国家税务总局在1999年 《关于离婚后房
屋权属变化是否征收契税的批复》中明确，根
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 夫妻共有房屋属共同
共有财产。 因夫妻财产分割而将原共有房屋
产权归属一方， 是房产共有权的变动而不是
现行契税政策规定征税的房屋产权转移行
为。因此，对离婚后原共有房屋产权的归属人
不征收契税。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离婚后房屋权属变化是否征税
———解答“房产证加名税”明确后的3个疑问

新华社记者 何雨欣 徐蕊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记者 罗沙 吴
晶晶 余晓洁） 记者2日获悉， 经过现场核
查和专家审查， 国家海洋局认定康菲石油
中国有限公司并未完成 “两个彻底 ” 要
求， 责令蓬莱19-3全油田停止回注、 停止
钻井、 停止油气生产作业。

8月31日， 康菲公司向国家海洋局提交
了总结报告， 声称已完成彻底排查溢油风
险点、 彻底封堵溢油源的要求。

在接到康菲公司提交的总结报告后 ，
国家海洋局调集力量进行了现场核查， 并
组织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评估审查。 联合
调查组2日一致审议通过了对康菲公司总
结报告的审查意见， 认定康菲公司没有完
成 “两个彻底” 的要求。

联合调查组对事故原因、 性质及责任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 认定康菲公
司没有尽到合理审慎作业者的责任， 蓬莱
19-3油田溢油事故属于责任事故。

为此， 国家海洋局责令蓬莱19-3全油
田停止回注、 停止钻井、 停止油气生产作
业； 责令康菲公司必须采取有力有效的措
施 ， 继续排查溢油风险点 、 封堵溢油源 ，
并及时清除溢油事故油污。

国家海洋局同时要求康菲公司重新编
制蓬莱19-3油田开发海洋环境影响报告
书， 经核准后逐步恢复生产作业； 要求在
实施 “三停” 期间， 康菲公司为开展溢油
处置的一切作业应在确保安全、 确保不再
产生新的污染损害的前提下进行； 有关事
故处置工作进展的信息， 应当在第一时间
向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同时及时
向社会公布， 接受公众监督等。

据了解， 对此次溢油事故的生态索赔
工作正在进行中。

未完成溢油事故处置要求

康菲公司被责令全面停产

9月2日， 记者赴溢油现场采访时， 看到海面上仍有大量油膜， 国家海洋局也认定康菲公司未能按时完成 “两个彻底”， 责令蓬莱19-3
全油田停注、 停钻、 停产。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东京9月2日电 日本新首相野
田佳彦2日说， 实现灾后重建与平息福岛第
一核电站事故是新内阁的首要课题。

野田当晚在首相官邸举行的记者会上
说， 当务之急是尽快平息核电站事故， 实现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反应堆稳定及清除核电站
周边地区的放射性物质是主要课题。 没有福
岛的重建就没有日本的重建。

谈及外交政策， 野田说， 新兴国家正在
崛起， 世界呈多极化趋势， 亚太地区的安全
保障环境也在发生变化， 为此要推行与时代
相适应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

关于与邻国关系， 野田说， 发展与中国
的战略互惠关系是其基本姿态。 除了日中关
系以外， 还将全力与韩国、 俄罗斯等邻国建
立良好关系。 他还说， 将积极开展包括经济
合作和资源外交在内的多层次经济外交。

野田表示， 他在任首相期间不会去参拜
靖国神社， 内阁成员也不会正式参拜。

据新华社东京9月2日电 （记者 吴谷丰）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2日组建新一届内阁， 藤
村修任内阁官房长官， 玄叶光一郎任外务大
臣， 一川保夫任防卫大臣。

当天上午， 藤村在记者会上宣布了新内
阁名单。 与民主党组成执政联盟的国民新党
副代表自见庄三郎继续担任邮政改革和金融
事务担当大臣。

新内阁其他成员还包括财务大臣安住
淳、 文部科学大臣中川正春、 厚生劳动大臣
小宫山洋子、 农林水产大臣鹿野道彦等。

野田组建新内阁

新华社巴黎9月1日电 有关利比亚重建
工作的国际会议9月1日在法国总统府召开。
与会的近60个代表团在会上就解冻利比亚
政府资产、 联合国在帮助利比亚政治过渡
期扮演中心协调角色等问题达成共识。

主持会议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会后新
闻发布会上说， 立即解冻150亿美元利比亚
政府资产 ， “将冻结的资产归还利比亚人
民”。 “全国过渡委员会”则表示将以透明、可
查的方式将获得的资金用于利比亚重建。

与会各方同意联合国将在利比亚接下
来的过渡时期扮演协调国际支持的 “中心
角色”， 并希望能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下通
过有关利比亚重建的新决议。

会议还建议以 “新利比亚之友小组 ”
这一架构替代今年3月29日在伦敦成立的利
比亚问题联络小组， 并预计该新小组的第
一次会议将于今年9月底在美国纽约召开。

根据法国总统府提供的名单 ， 参与当
天会议的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阿盟秘
书长阿拉比、 非盟主席让·平以及欧盟、 北
约等国际或地区组织的高级官员， 以及法、
英、 美、 德、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 中国
等多国官员组成的共57个代表团。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利比亚反对派一名
官员2日说， 利比亚打算8个月内完成宪法
委员会选举以制定宪法 ， 2013年初举行总
统和立法选举。

反对派 “全国过渡委员会 ” 驻英国代

表古马·贾马提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电台 ：
“我们已拟定清晰的 （政治 ） ‘路线图 ’，
过渡期大约20个月。”

贾马提说， 过渡进程已开始 ， “全国
过渡委员会” 领导层将在最近几天内完成

从班加西至首都的黎波里的搬迁。
贾马提说， 穆阿迈尔·卡扎菲尽管仍下

落不明， 不会阻碍过渡期的开始， “只要
的黎波里稳定、 安全……利比亚人便可开
始……新政治进程”。

利150亿美元资产解冻
反对派拟定选举“路线图”

9月1日， 在法国首都巴黎，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右） 和利比亚 “过渡委” 主
席阿卜杜勒-贾利勒 （中）、 “总理” 马哈茂德·贾布里勒举行双边会谈。 新华社发

温家宝与欧盟主席通电话

希望欧方确保
中方对欧投资安全

我首艘常驻西沙群岛
大型渔政执法船启用

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出炉
学生体质有所改善
肥胖率仍持续增长

中国援非首批粮食启运

任内不参拜靖国神社

本报9月2日讯 （实习生 王亮 记者 邓
晶琎） 重返国足的李玮锋， 再次担任队长
的首场比赛却为对手送出 “大礼”。 今晚在
昆明进行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20强赛首
场比赛中， 新加坡队利用李玮锋的一次传
球失误先进一球， 国足直至下半场才以2比
1实现逆转。

本场比赛是卡马乔上任后的首场比赛。
在西班牙人的首发名单中， 杜威与李玮锋
的 “威锋” 组合构筑了国足的防线 ， 长沙
伢子黄博文则意外取代老将郑智首发上场。
不过， 国足的防守却在 “威锋 ” 环节出现
失误， 直到郑智在下半场替补出场 ， 胜利

的天平才开始向国足倾斜。
上半场 ， 国足一直未能形成有效的进

攻， 反而是新加坡队抓住李玮锋的一次传
球失误 ， 在第32分钟率先攻入一球 。 第57
分钟， 中国队依靠陈涛的一次突破获得点
球， 但曲波却将点球射失 。 比赛转折点出
现在第65分钟 ， 卡马乔将于大宝和老将郑
智分别替换曲波和黄博文。 换人仅过了4分
钟， 国足就再次获得点球， 郑智一蹴而就，
将比分扳平 。 又是4分钟后 ， 郑智再次立
功。 他在禁区前沿妙传于大宝 ， 后者的劲
射被新加坡门将扑出 ， 于海补射入网 ， 为
中国队锁定2比1的比分。

全取3分后， 国足将于北京时间9月7日
凌晨在客场对阵20强赛的第2个对手约旦
队。

本报9月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实习生
王亮） 我省喜欢钓鱼的老年朋友们同场竞技
的机会来了！ 记者今天从省垂钓运动协会获
悉，“中国体彩杯”湖南省首届老年人钓鱼锦
标赛将于10月在长沙望城区举办。

据介绍， 本届比赛将于10月12日至14日
在长沙市望城区银杏山庄举行， 大赛将邀请
全省14个市 （州） 体育局及老年体协、 长沙
铁路、 省水利系统、 省国防科工办、 省直机
关老年体协等多家单位报名参加。

近年来， 为全面贯彻落实 《全民健身计
划纲要》， 丰富活跃老年人的群众体育活动，
进一步提高和发展我省老年人垂钓运动水
平， 我省多次开展了专为老年人设置的体育
运动比赛， 深受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等老年
群体欢迎。

2比1逆转新加坡

国足赢球不“威锋”
老年垂钓高手
10月望城过招

9月2日， 国足队长李玮锋 （左） 在比
赛中防守。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巴黎9月2日电 一名法国作家
近日出版《并非如此 “禅 ”：达赖隐匿的另一
面》一书。作者在书中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达
赖喇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面目， 是西方第
一本系统揭露达赖真实面目的著作。

该书的作者马克西姆·维瓦斯曾于2010年
赴西藏参观采访。 《并非如此“禅”：达赖隐匿的
另一面》一书就是他长达1年调查结果的总结。

维瓦斯对西藏和达赖喇嘛的研究表明，
西藏的情况并非如西方人们所相信的那样，
达赖隐秘的真实面目也不像人们所习惯了解
的那样。

在书中 ， 维瓦斯对西藏历史进行了澄
清， 指出， 西藏不是一个国家， 西藏从来没
有独立过， 而且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据了解， 维瓦斯是一名作家和记者， 为
一些日报撰稿， 并在图卢兹一家电台开设有
文学专栏， 此前已经出版十余部著作， 曾获
得1997年罗歇·瓦扬文学奖。

法作家著书揭达赖真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