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记者18日从国家
税务总局获悉， 税务总局近日下发公告称， 调
整增值税纳申报表附列资料， 增加3%征收率。

税务总局在解答公告时称，“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可以根据现行规定，选择简易办法按照销
售额和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但现应用
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附列资料中，无3%征收率的填写栏次，鉴于
以上原因我们调整增值税纳申报表附列资料，
增加3%征收率。 ”

增值税纳申报表
附列资料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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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国家主席胡锦
涛1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应邀来华出
席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
访华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胡锦涛表示， 联合国作为国际多边组织
和机制的核心， 在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
发展、 推动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 当前，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国际社会
对联合国的期待进一步提高， 加强多边主义
的呼声不断上升 ， 联合国作用应该得到加
强。 不久前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取
得重要成果， 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
贡献。

胡锦涛强调， 多年来， 中国积极参与联
合国各领域活动， 倡导、 支持、 践行多边主
义， 认真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中方

将继续支持秘书长工作， 为促进中国和联合
国合作作出积极努力。

胡锦涛表示， 即将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
第五届部长级会议是加强中非团结的一次重
要会议， 会议将回顾论坛成立以来取得的重
要成果， 全面规划中非合作发展蓝图。 中方
愿同非洲国家一道， 共同开好这次会议， 推
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潘基文表示， 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
进共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合国感谢中
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为推动实现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 。 联合国应对各种全球性挑
战， 需要中国支持和合作。 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大会取得成功与中国的重要努力分不开。
中国发展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中非合作

论坛的发展充分证明， 中国致力于加强同其
他发展中国家合作 ， 是推动南南合作的典
范。 联合国希望加强同中国的合作， 共同致
力于世界和平、 安全、 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国家主席胡锦
涛1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应邀来华出席中
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访华
的南非总统祖马举行会谈。

胡锦涛就加强中南合作提出4点建议 。
一是保持高层交往势头， 深化党际交流， 坚
定支持彼此在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关切，
巩固战略互信 。 二是紧密结合两国发展战
略 ， 拓展务实合作 ， 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发
展。 三是促进人文交流， 巩固两国友好民意
基础。 四是密切在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
二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 气候变化 “基础四

国” 等重要国际组织和机制中协调配合， 促
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祖马表示， 南非重视同中国的战略伙伴
关系， 希望增加对华出口， 欢迎中国企业加
大对南非基础设施、 工业园区、 矿产等领域
投资， 巩固双边贸易增长势头， 带动非洲经
济发展。 南非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 金砖
国家等多边场合的协调和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国家主席胡锦
涛1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应邀来华出席中
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访华
的尼日尔总统伊素福举行会谈。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国家主席胡锦
涛1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应邀来华出席中
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访华
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举行会谈。

胡锦涛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联合国作用应得到加强
并同南非、 尼日尔、 吉布提总统举行会谈

综合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国家统计局18
日发布报告，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
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环比价格下降的城市
有21个，持平的城市有24个，上涨的城市有25个。

从数量上看，6月份我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环比上涨的城市有25个， 比5月份增加了19个；
从价格涨幅看 ，6月份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价格
上涨的城市中，涨幅均未超过0.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日前在国
新办发布会上表示 ，总体而言 ，房地产价格上
半年延续了去年以来稳中有降的态势，投机性
需求得到了明显遏制，房地产的投资虽有明显
的回落，但还是一个比较适中的速度。他表示，
房地产调控不能放松。

6月份25个城市
房价环比上涨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7月18日电 据叙
利亚通讯社18日报道， 位于首都大马士
革的叙利亚国家安全总部当天上午遭到
自杀式爆炸袭击， 叙国防部长拉杰哈遇
袭身亡， 另有多名政府高级官员受伤。

事发时， 拉杰哈正在叙国家安全总
部内与多名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开会。
除拉杰哈外 ，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姐
夫、 国防部副部长阿塞夫·舒卡特也在
袭击中遇难， 叙内政部长与其他多名高
级官员受重伤。

叙利亚官方尚未公布人员伤亡的确
切消息。

现场目击者说， 上午11时40分许，
该地区传出一阵猛烈的爆炸声， 不久就
看到多辆救护车不断赶往这一地区， 从
大楼内运送受伤人员到周边医院施救。
附近建筑受到不同程度损毁。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7月18日电 据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8日报道， 叙政府已
经任命法赫德·贾西姆·弗拉杰将军为新
任国防部长， 以接替当天在自杀式爆炸
袭击中遇难的国防部长拉杰哈。

弗拉杰此前的职务为叙利亚武装部
队参谋长， 来自叙中部哈马省。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记者18日从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领
域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国家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即将正式发布。 《规划》提
出，“十二五” 时期我国要努力提升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规划》明确“十二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的
范围和项目，在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
会保险、基本社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人口和计
划生育、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及残疾人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确定了44类80个基本公共服
务项目。例如，公共教育领域的义务教育免费、寄
宿生生活补助、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等。

《规划》 提出， 要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健全促进区域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 加大公共资源向农村、
贫困地区和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力度， 把更多的
财力、 物力投向基层。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十二五”规划》将出台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日前， 中共中央决
定： 赵克志同志任贵州省委书记； 栗战书同志
不再担任贵州省委书记、 常委、 委员职务， 另
有任用。

赵克志任贵州省委书记

据新华社沈阳7月18日电 记者从18日在
沈阳召开的全国工会 “两个普遍” 工作会议上
了解到， 截至今年6月底， 我国工资集体合同
覆盖企业174.2万家， 覆盖职工首次破亿 ， 达
到1.04亿人， 比2010年分别增长56.1%和37.3%。

据了解， 目前全国各地对工资集体协商的
重视程度空前。 25个省 （区、 市） 将推进工资
集体协商写入本地 “十二五” 规划纲要。

我国工资集体合同
覆盖职工首次破亿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东海街漓江里社区的70
岁老人周庆增， 退休后积极参与到社区活动之
中 。 为了让居民了解社区 、 热爱社区 ， 他从
2006年开始创办由数张A4纸组成的 《漓江之
声》 社区小报。 6年来， 《漓江之声》 平均每
月出版1至2期， 已刊出126期40余万字。

图为7月17日， 周庆增 （左一） 向前来阅
读的社区居民介绍新一期的 《漓江之声》。

新华社发

退休老人的社区办报生活

叙国防部长
遇袭身亡

据新华社的黎波里7月17日电 利比亚
最高选举委员会主席努里-阿拉巴尔17日
在首都的黎波里公布了利比亚国民议会选
举最终结果， 前过渡委执行委员会主席贾
布里勒领导的“全国力量联盟”获得近半数
的党派候选人席位。

根据公布的数据， 本次选举共选出200
名国民议会议员席位，其中党派候选人席位
80个，独立候选人席位120个。 其中，在党派
候选人席位中，“全国力量联盟” 获得39席，
占党派候选人席位的48.8%， 大幅领先位列
第二的穆斯林兄弟会的 “公正与建设党”的

17席；全国阵线党位列第三，获得3个席位。
“全国力量联盟”是由58个党派组成的

党派联盟， 该联盟共有70个党派候选人和
100个独立候选人参加此次选举。 贾布里勒
8日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称，利比亚的党派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组建新政府。

利公布议会选举结果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7月17日电 中国

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17日证实，16日在俄
罗斯远东被扣的中国渔船上没有人员伤亡。

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表示， 经与
俄联邦安全总局滨海边疆区边防局值班官员核
实， 该局16日扣押了一艘有17名船员的中国非
法捕鱼船， 该船正在被带往俄纳霍德卡港作进
一步调查，全体船员无任何伤亡，当地某些媒体
所说“有一名中国渔民坠海失踪”与事实不符。

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边防局代理局长彼得罗
相17日下午致函中国驻符拉迪沃斯托克领事办公室
说，俄边防军扣押的中国渔船上无任何人员伤亡。

中国山东威海两艘渔船分别于15日和16日
在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被扣。 一艘渔船有19
名渔民，另外1艘有17名渔民。

据俄新社报道，俄边防巡逻舰“捷尔任斯基”
号16日在日本海拘捕了一艘挂有中国国旗并进
行非法捕鱼的渔船。 在巡逻舰与渔船发生碰撞
时，中国渔船上有一人从船上掉入海里失踪。

我在俄被扣渔船
没有人员伤亡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7月18日电 中国驻坦
桑尼亚大使馆18日证实，被索马里海盗劫持长达
19个月的台湾“旭富一号”渔船上的26名船员17日
晚全部获救，目前正在前往坦桑尼亚途中。

据使馆政务参赞付吉军介绍 ， “旭富一
号” 渔船上共有14名中国船员， 其中13名来自
大陆， 1名来自台湾， 另有12名越南船员。 在
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 “常州” 号导
弹护卫舰目前正把获救船员运送至坦桑尼亚
达累斯萨拉姆港。

据介绍， 来自中国安徽省与河南省的政府
工作组将于20日后抵达坦桑尼亚， 协助开展工
作。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已与当地有关方面
取得联系， 为军舰抵港、 获救人员体检、 通关
及最终启程回国提供便利。

“旭富一号”渔船于2010年12月25日在马达加
斯加附近海域被劫持，随后驶向索马里附近海域。

我船员被索马里海盗
劫持19个月后获救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菲律宾空军发言
人米格尔·奥科尔18日说，菲律宾打算从明
年开始购入10架攻击直升机。

奥科尔拒绝说明菲方现阶段考虑了哪
些机型，只说意大利、英国、法国、俄罗斯 、
南非有意向菲律宾出售攻击直升机。

新购入直升机将为菲律宾空军升级现

有装备。菲空军上世纪90年代购入一批美制
MG-520型攻击直升机。

奥科尔告诉法新社记者，“我们要购买
武装攻击直升机……相比MG-520，它们能
加载更多弹药”，新购直升机将用于“国内、
边境安全任务以及提供支援”。

他拒绝就这笔军购的预算金额回答法

新社记者提问，但说政府已经划拨了款项。
法新社援引不愿公开姓名菲军方消息

人士的话报道，菲律宾空军正试图 “改造 ”
MG-520型攻击直升机。

菲律宾国防部长博尔泰雷·加斯明先
前说， 菲律宾打算2014年以前购入战斗教
练机以及攻击型和运输型飞机。

菲拟购10架武装直升机

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谭云东 苏原
平）距离伦敦奥运会开幕不到10天，体育湘
军在出征伦敦前再获“强援”。今天上午，省
体育局与湘窖酒业在长沙举行签约仪式 。

华泽集团副总裁、 湘窖酒业执行董事李践
楚宣布， 将出资200万元赞助体育湘军，其
中100万元用于奖励在伦敦奥运会上获得
金牌的湘籍运动员和教练员。

这是继北京奥运会奖励湘籍奥运冠军
后 ， 湘窖酒业再次支持体育湘军征战奥
运。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介绍， 伦敦奥运会
我省总共有11名选手和4名教练参与。我省
参赛阵容以老带新，夺金点看似减少，但参
赛项目更多，整体实力得到增强。以往体育
湘军出战奥运会，集中在举重、体操 、羽毛
球、跳水等几个拳头项目上，本届奥运会新
增加了花样游泳、柔道、赛艇、皮划艇、田径
等项目，这是省体育局探索训练新思路，调
整项目布局，拓展优势面，增强综合竞争力
而取得的成效。李舜认为，奥运会是竞技体
育的最高殿堂，在争取金牌的同时，更需要
的是运动员奋勇拼搏， 超越自己的精神展
示。

签约仪式现场， 李舜封存了他对体育
湘军征战伦敦奥运会的6个心愿。 他表示，
湘窖酒业赞助体育湘军征战伦敦奥运 ，这
是家乡企业和家乡人民对体育湘军的鼓舞
和期待。待伦敦奥运会结束后，他将启封验
证这6个心愿是否一一实现。

据介绍， 参加伦敦奥运会的11名湖南
选手目前状态稳定，李玄旭、杨之贤已随中
国游泳队抵达伦敦备战。 最有希望冲金的
王明娟预计在7月24日随中国举重队启程。

体育湘军再获“强援”
湘窖助力征战伦敦奥运

图为奥运冠军熊倪 （左三）、 杨霞 （左二） 等在签约仪式上的许愿球前共同为湘军
加油。 通讯员 摄

本报7月18日讯（记者 蔡矜宜）今天，尼克斯
队在最后时刻决定放弃美籍华裔球员林书豪。这
意味着，林书豪时隔一年将再度披上火箭队战袍。

3天前， 林书豪与火箭队达成签约协议，合
同价值3年2510万美元 。作为 “母队 ”的尼克斯
队，十分渴望留下这位悉心栽培的球星，但由于
火箭队在合同的第3个赛季把林书豪年薪猛涨
至1480万美元 ， 这使得他们不仅要支付多达
4300万美元的奢侈税， 而且在交易和签约自由
球员中也将受到限制。这样一来，不愿冒巨大风
险的尼克斯队唯有忍痛割爱。

林书豪将披火箭战袍

弗拉杰任新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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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平壤7月18日电 据朝中社18日消
息，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被授予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称号。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军
事委员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
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
委员会17日决定，授予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
正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
磊18日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被授予
共和国元帅称号回答了记者提问。

洪磊说，朝方宣布，金正恩同志被授予元帅称
号。中朝是友好邻邦，我们祝愿在金正恩同志和朝
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朝鲜各项事业顺利发展。

朝授予金正恩元帅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审计署18日发布
的66个市县2011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结
果显示， 上述市县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总体情
况较好， 但也不同程度存在资金筹集和管理不
够规范、 项目管理不到位、 分配及后续管理不
够严格等问题。

66个市县中， 有36个市县少提取或少安排
工程资金53.14亿元 。 有29个单位违规拨付或
滞留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23.33亿元 ， 22个单
位将29.55亿元工程资金用于非保障性住房建
设、 公司注册资本验资和市政工程建设等。

29亿安居工程资金被挪用

据新华社平壤7月18日电 （记者 张利 杜
白羽） 据朝中社18日报道， 16日刚刚被授予人
民军次帅称号的玄永哲已担任朝鲜人民军总参
谋长， 接替此前被解职的李英浩。

朝中社报道说， 18日金正恩被授予元帅称
号后， 在平壤四二五文化会馆举行了人民军官
兵决议大会。 在朝中社的报道中， 玄永哲的职
务为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

玄永哲接替李英浩
担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