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办非营利事业单位可享小微企业税收优惠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者10日从国家
预防腐败局获悉， 今年国家预防腐败局将会同
有关部门整治公益类社会组织、 行业协会、 市
场中介组织违法违规突出问题。

国家预防腐败局近日印发了2012年工作要
点 。 针对加强社会领域防治腐败工作 ， 《要
点》 提出， 要抓紧制定社会领域防治腐败工作
指导意见 ； 会同有关部门整治公益类社会组
织、 行业协会、 市场中介组织违法违规突出问
题； 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预防腐败工作。 值
得注意的是， “公益类社会组织” 纳入了对违
法违规突出问题整治的范围。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海关总署10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2年1月份， 我国对外贸
易进出口总值2726亿美元， 同比下降7.8%。

其中出口1499.4亿美元， 下降0.5%； 进口
1226.6亿美元，下降15.3%。贸易顺差272.8亿美元。

海关分析指出，今年我国的春节假期在1月
份，当月只有17个工作日，比去年同期少4个工
作日。 按照国际惯例，并结合我国实际，运用季
节调整法可以剔除春节因素的影响。 经季节调
整法调整后，1月份我国进出口、 出口和进口的
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6.2%、10.3%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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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者 张宗
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10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亲切接受了第十一世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的拜见。

温家宝认真听取班禅关于学习生活情况
的汇报。 温家宝说， 班禅坐床十七年来， 刻
苦修行， 佛学造诣日益精进， 文化素养稳步
提高， 言谈举止庄严得体， 待人处事谦虚平

和， 展现出了藏传佛教大活佛的良好风范。
他对班禅的成长进步表示热烈祝贺。

温家宝说， 201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
年。 六十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 ， 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
下 ， 经过西藏各族人民艰苦奋斗 ， 不懈努
力， 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经济
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

就。 今后， 我们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继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
认真执行 《“十二五” 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
展建设项目规划方案》， 更加注重改善藏族
同胞的生活， 更加注重保护西藏和其他地方
藏区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 更加注重保护
藏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 努力使西藏各族
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目标。
温家宝向班禅提出了三点希望： 一是继

续加强学习，在学习佛教经典的同时，还要向
历史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不断提
高学识水平。二是深入研究教义阐释，发掘藏
传佛教教义中的积极思想， 引导僧众爱国守
法持戒。三是勇挑重担，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
族团结发挥更加重要、积极的作用。

温家宝接受第十一世班禅拜见

据新华社泰国春武里府2月10日电 泰
国、 美国和韩国10日在泰国春武里府梭桃邑
海军演习场举行联合抢滩登陆演习。

此次演习是代号为 “金色眼镜蛇” 联合
军演的一部分。 演习从当天上午10时20分左
右开始， 持续大约30分钟， 内容包括清除水
雷、 抢滩攻击、 部队运送等。 参加演习的武
器装备主要有美国海军 “托尔图加” 号登陆
舰和 “日耳曼敦” 号登陆舰， 29辆两栖作战
坦克 ， 两架F-18 “大黄蜂 ” 战斗机 、 两架
CH-46型运输直升机等。

泰美韩举行
联合抢滩登陆演习

同比下降7.8%
贸易顺差272.8亿美元

据新华社沈阳2月10日电 （记者 于文静）
目前， 我国 “十二五” 水利发展规划和有关建
设规划已编制完成， 五年估算总投资1.8万亿
元， 其中中央水利投资约8000亿元， 其余1万
亿元由地方政府多渠道筹集。

这是记者10日从正在沈阳召开的全国水利
规划计划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十二五”水利投资
将达1.8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者10日从国
家税务总局获悉， 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相
关负责人近日在解答纳税服务热点问题时
介绍， 与已有购房记录的人共同购房不可
享受首次购房的契税优惠政策。

这位负责人介绍， 根据我国关于首次
购买普通住房有关契税政策， 对两个或两
个以上个人共同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
住房， 其中一人或多人已有购房记录的 ，
该套房的共同购买人均不适用首次购买普

通住房的契税优惠政策。
举例来看， 甲某与朋友共同购买一套

普通住房， 该朋友已有购房记录， 而甲某
属首次购房。 依据规定， 甲某不得享受首
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契税优惠政策。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税务总局纳
税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近日在解答纳税服务
热点问题时介绍，民办非营利性质的事业单
位可申请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

这位负责人介绍， 我国税法规定， 符

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减按20%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 其中符合条件的小型微
利企业 ， 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
业， 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工业企业，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30万元， 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 资产
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

———其他企业，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
超过30万元， 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 资产
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国家税务总局：

与有购房记录者共同购房不享契税优惠
据新华社上海2月10日电 来自中国外汇交

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 2月10日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中间价报6.2937， 创下汇改以来新高。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
布，2012年2月10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2937元，1欧元对人
民币8.3590元，100日元对人民币8.1026元，1港元
对人民币0.81150元，1英镑对人民币9.9494元，1
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6.7711元，1加拿大元对人
民币6.3215元， 人民币1元对0.47937林吉特，人
民币1元对4.7207俄罗斯卢布。

前一交易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3009。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中间价升破6.3
创下汇改以来新高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2月9日电 （记者
张正富）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与货币事务
的委员奥利·雷恩9日夜间在布鲁塞尔表
示， 希腊债务减记协议已经 “基本达成”，
有望在下周得到正式批准。

雷恩在欧元区17国财长会议结束后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 旨在降低希腊债务负担
的债务减记协议草案已经 “基本达成 ”。
据媒体报道， 作为新一轮希腊救助计划的

一部分， 希腊政府已经与私人债权人就减
记希腊国债票面值的50%达成一致。 根据
协议， 私人债权人同意希腊发行利率为4%
以下的30年期新国债来置换私人投资者持
有的希腊国债， 为此， 私人投资者的实际
损失将达70%。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2月10日电 欧元集
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容克9日夜间在布鲁塞
尔表示， 希腊仍不具备获得第二批救助贷

款的条件，必须在三个方面采取切实行动。
首先， 希腊议会必须于本月12日通过

希腊已经同欧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
洲央行等三方代表团就救助计划达成的协
议； 第二， 希腊政府应该尽快找出能够削
减3.25亿欧元 （约合4.32亿美元 ） 开支的
领域， 以实现2012年减赤目标； 第三， 希
腊联合政府的主要政党应就严格实施救助
计划中的措施作出坚定的政治保证。

希腊债务减记协议“基本达成”
欧盟： 希腊仍不具备获得新救助条件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者 韩洁 徐
蕊） 记者10日从财政部获悉， 2012年我国将力
争实现政府采购实施范围和规模的 “双拓宽”，
继续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 进一步完善政
府采购法规制度 ， 并积极开展加入世贸组织
《政府采购协议》 （GPA） 的谈判应对工作。

财政部本周印发了 《2012年政府采购工作
要点》， 明确今年将着力扩大政府采购实施范
围和规模， 结合优化投资结构， 重点做好文化
惠民工程、 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及校车
等社会关注度高的项目采购。

财政部：
今年政府采购
力争“双拓宽”

图为 “金色眼镜蛇” 军演官兵在两栖突击车的掩护下前进。 新华社发图为参演部队模拟轰炸海滩。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北京市丰台区
人民法院10日对以崔正杰、 杜艳梅夫妇为首的
全国最大“卡片招嫖案”进行宣判，以组织卖淫
罪判处杜艳梅有期徒刑14年， 剥夺政治权利3
年，并处罚金10万元；以组织卖淫罪判处崔正杰
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10
万元；其他32名被告人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
处9个月至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据承办法官介绍， 该团伙共有71人， 是全
国破获的同类案件中人数最多的， 且团伙成员
多为亲戚关系。 法院经审理查明， 自2007年开
始， 杜艳梅和崔正杰逐渐垄断北京市朝阳区亚
运村一带发卡招嫖活动。

全国最大“卡片招嫖案”宣判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9日电 美国核管理委员
会9日以4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 同意向佐治
亚州一核电站颁发修建两个新核反应堆的许
可。这是美国30多年来首次批准新建核反应堆。

获得新建核反应堆许可的是佐治亚弗格特
勒核电站。 这家核电站目前已拥有两个核反应
堆。申请新建的两个反应堆总造价预计达140亿
美元，计划于2016年和2017年相继入网发电。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2月10日电 叙
利亚第二大城市和经济中心阿勒颇10日
上午发生两起爆炸袭击事件。 叙卫生部
初步调查显示 ， 袭击造成至少25人死
亡、 175人受伤。

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新阿勒颇区
的安全部门大楼及阿尔库伯区的一处
警营。 有消息说， 至少11名安全部队成
员和8名警察在袭击中丧生。

叙利亚电视台画面显示， 爆炸现场
一片狼藉。 楼前空地上躺着数具尸体，
其中有儿童尸体。 部分建筑物被炸毁，
玻璃碎片及瓦砾散落一地， 路边停着被
烧毁的汽车。

据悉， 遭袭地区是阿勒颇市的人口
密集区， 这是去年3月中旬叙利亚爆发
反政府抗议活动以来， 阿勒颇发生的第
一起重大袭击。

据新华社莫斯科2月10日电 俄罗
斯外交部10日说， 俄方重申支持阿拉伯
国家联盟 （阿盟） 观察团返回叙利亚，
希望阿盟观察团可以帮助缓解叙利亚紧
张局势。

叙发生两起爆炸事件
■至少200余人伤亡
■俄重申支持阿盟观察员返叙

图为一处爆炸现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2月10日电 以色列国防
部10日宣布， 以色列和美国近日成功测试了双
方合作研制的 “箭” 式3型导弹防御系统。

以色列国防部声明说， 两国近日在地中海
上空成功对 “箭” 式反导系统进行了交付前的
最后一次测试。

以美自1991年起联合研制 “箭” 式系统 ，
主要用于拦截弹道导弹。 目前正在研究改进中
的3型系统将具备在大气层外拦截导弹的能力。

以方认为， “箭” 式系统的重要作用在于
防御可能来自伊朗方面的导弹袭击。

美30年来首次批准
新建核反应堆

以美完成“箭”式
反导系统测试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者 雷敏） 商
务部 、 工业和信息化部 、 财政部 、 环境保护
部、 农业部、 卫生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和
食品药品监管局10日在京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
议， 部署生猪定点屠宰资格审核清理工作。

近日， 上述九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生
猪定点屠宰资格审核清理工作的通知》， 决定
自2012年1月至7月在全国开展生猪定点屠宰资
格审核清理。 通过审核清理， 取消经整改仍不
达标、 不符合设置规划或有严重违法行为企业
的定点屠宰资格。

1月份外贸进出口
总值2726亿美元

9部门将联合整顿
生猪定点屠宰行业

记者10日从日喀则地区定日县珠峰景区售
票处了解到， 由于通往珠峰景区的318国道中
尼公路普降大雪， 道路积雪严重， 珠峰景区已
临时关闭， 具体开放时间需根据道路交通恢复
情况确定。 新华社发

“公益类社会组织”
纳入防腐整治范围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者 周英峰）
记者10日从全国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
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今年我国将开展
规范博览会、 体育运动会专项治理工作， 在深
入调研、 摸清底数的基础上， 提出专项治理实
施意见， 并采取有效措施抓好落实， 确保规范
博览会、 体育运动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 是
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的一项关系党风廉政建设
的重要工作。 据统计， 截至去年底， 全国共撤
销庆典、 研讨会、 论坛活动2549个， 撤销率达
37.7%， 节约经费支出约12.2亿元。

我国今年将清理规范
博览会、体育运动会

希望班禅引导僧众爱国守法持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