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建纳税信用管理制度体系
税务总局先后印发了《纳税信用管理办

法》和《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等文
件，对已办理税务登记，从事生产、经营并适用
查账征收的企业纳税人进行纳税信用评价。

付树林说，今年年初，税务总局又发布
了《关于纳税信用评价有关事项的公告》，
将新设立企业、 全年评价年度无生产经营
业务收入的企业、 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企
业全部纳入纳税信用评价范围。截至2018
年6月底，扩围后的全国纳税信用评价户数
由2017年的882万户增加至2018年的2388
万户，基本实现了对企业纳税人的全覆盖。

目前，纳税信用级别分为A、B、M、C、D
五级， 税务部门依据采集到的纳税人日常
遵从记录，从主观态度、遵从能力、实际结

果和失信程度4个维度共99项评价指标，对
纳税人的信用状况进行评价并发布评价结
果。 其中，M级纳税信用级别是今年税务部
门新增设的级别，主要包括新设立的企业、
评价年度内无生产经营业务收入的企业和
适用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的企业，可
享受取消专用发票认证等2项激励措施。

“从连续4年的全国纳税信用评价结果
看， 守信群体逐年递增、 失信群体逐年递
减， 全国纳税信用状况总体稳中向好。”付
树林说。

归集分析全国纳税信用信息
在统一省级税务机关纳税信用管理系

统的基础上，税务总局建成了总分有序、全
国统一的纳税信用归集分析系统， 形成总
局与省局贯通、 纳税信用管理系统与其他
税务管理系统贯通的纳税信用管理平台，
有效满足了纳税信用信息采集、 评价、归
集、分析、应用全过程信息化处理要求，为
完善纳税信用管理体系、 更好地发挥信用
监管作用提供有力支撑。

增强纳税信用评价“含金量”
推动纳税信用A级企业联合激励

经过多方努力， 税务部门建立了纳税
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机制， 各级税务机关定
期按照信用信息目录向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推送税务领域信用信息， 依托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 将纳税信用信息对接社
会信用信息， 努力推动纳税信用融入社会
信用，形成纳税信用管理“大数据”，构筑纳
税信用管理大格局。

例如， 税务总局与发展改革委签署了
《信用联动合作框架协议》，本着信息互享、
信用互认、奖惩互助的原则，建立信用联动
合作关系， 让纳税信用信息在示范城市创
建和城市信用状况监测等多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

与银监会创新合作， 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银税互动”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活动，实
现了“纳税信用”与“融资信用”的无缝对
接， 将纳税信用成功转化为企业的融资资
本，激发小微企业活力，成功走出一条缓解
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新渠道。自2015年开
展“银税互动”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活动以
来，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全国银行业金
融机构已累计向守信企业发放贷款72.7万
笔，其中涉及小微企业58.4万笔。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税务部门助力诚信纳税企业走上发展“快车道”
� � � � 国家税务总局4日举行 “褒奖
诚信、联惩失信”专题新闻发布会，
介绍税务部门助推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的做法和成效。据税务总局办
公厅副主任付树林介绍，税务部门
采取多种激励措施，积极推进纳税
信用体系建设，努力让诚信经营纳
税人有更多“获得感”。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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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发

责任编辑 谢卓芳 李特南 2018年7月5日 星期四
时事 11

1 1 1 1!"#$%&'()*+,-
./01,234#56789:;,

<&'=->$8?@A "#$$ BCD,<E=#
FG# HIJK7 "$$$ LBCM4,<N
O=#P/0,Q8RST#UVW7H,W
XYZ[7H,\]-

>9<̂ &=#5$/01_`ab-
cde %$&' f,>9^&# ghi$

jklmnop6qrsYtuvwxyz#
{x|}~���Y��`�Y���xY�
���Y��������-<̀ =���#a
b�r�0 &# �#�r�0 "# �#(c,
^{������ ¡¢ %( ?-

>C£/011¤¥'Y 1¦§¨©Y
k1¤ª«Y ¬®¯,°±²8v1³
<́ `=µ¶·#¸¹º»¼°±�`^`x
½¾5x¿ÀÁTY�³_`abY�³`
xÂ�ÁTn ÃÄf{ÅÆÇÈÉ %)&( Ê
Ë#ÌÍ{ÅÆÇÈÉÎ #*** ÏË, % v#
Î &*** ÏË, + v#Î #** ÏË, &% v#
ÐÑÒÓÔÕÖ &%** L?-

!"#$%&'(
!"#$#%

×.ØÙ7ÚÛ,/0Ü
_`ab$�Ý�,{Þ#ß%àáâ

ãä#åÝ�4æçè>é,Bê-
ëìíîïð,{x#æçè_`Bê

ñòºó³Óô-
º»#.eST,õö- ÷ø,ùvú

ûüý�6þMÿ!$_`ab4,8"

å##$$%f,&b#5'()/01*
x+,8,^-n ./0T123 %,** B
CD#45)f�{6789:; "** <,
�{=8>Yý�?@=8>A4ºBCÁ
T %*** D#.4BCÁT %'** D-

>#E@$FG- .gHI,&bJ#/
0KÎ_`abL#MLÂ�NLO¹
NL{x+,Â�P>4QRS# ºTU '
våVwxWCA)1Xx+,�Yê-

æ¼Fè,$#/0Z�{x,[\4
5.)Z]YZ^,_`a- bc>qvw
xº»,#$_`abde,fg- °±�
²8?1hMi�j./0k�#<76/
0=lm¯ùn,#¯Ìo$8?pq,{
��j#@go$8rJs,�»tu-

tÀY��#<76/0=,1v#wx/
0ya)%��A�j,z{- Äh,/0
�|{�,OX�{67}Î~v��,
��¯��-

���{�¼��#��1��{��
{�v¼�'#ì�1,��^ô{�ÛÚ
��Y?@YÓó#��<=a=�Y���
�=ë��,RS#P/0{�KÎ��K
��Ð�~Y�Ðvú-

<����O,�789�;=#ùvú

ûüý�6þMÿ0i�T��,�
F��#��,��� #7O¡�,

<76/0=-��789�;#¢F£¤¥
¦- %*&( f && §.»¨,�©Òa#8_
/0{�fª7<76/0=,�«#�Ð)
æ¼¬,�E-

®f8¯#°±²³- ´µ¶·¸6þ
MÿY¹º�»xYùvú�7�xc¼6
þMÿY½¾¿�ÀÁ�MÿY°±ÂÃ�
Äc¼6þMÿ�8rÅÆ{xÇcÈ)
ÉÉ�Ê-

.Ë�Ì - ,ÍO�#cÎø�RS,
@Ï`^#/0,{�Ða)ÑÒ- ùvú
SvÓ~���6þMÿ,uÔÕÖÌ×
Ø{�gÇ²±YµÙY¬ÚYÛÜ�tÝ¥
?�Y�Þß#àáÇA)â~-

%{�A�j#O¹7/0{x,Óô
¯ó³-

!"#)*&'(
!&'$"(

×.ãä7åñ,/0Ü
æÍ<_`ab=Bê#/06çèãYé

ê)8r`^`x,kë# ��¢T{xÁ

ì#òº{xíîc¼Yï¾{�æ^ðØ-
ñxe¬Üâòóô,õ¨ö#gh�

8B÷ò,øSØù7/0- ú`«,ùv
úñûüýþ��Åm6þMÿº¼)/
0_`ab,²8ryzwx- .¦ÿY�
!Y"#��CÖ,�$�#õ¨ö%�&
'#()vØ*+.ùvú, # ?¨,-.
/0,1�23# �Sv0��¼ã=#4
%`5#²8rs×Ø��`�{�671
v#=a=�8�9):�,ºT- ��,
�;<9)�E,�;#>B=�,Y>8
,/?��# ¯ùvú,�Fµ@��(
ñ#UÒAùvú,��B�{�C(8>
:DEFO,K�-

%G8H,IJKLYMN¯(c,L
Oë#AP�î,QpR¾YST¯UV,
�xÊW#ùvúTö,X��c¼6þM
ÿyz_`abp#Y¼,@$$/0��

x,ø�# GZ`�)/0��x,��#
U/0>RST,[Hºâ¼¿.)vú
,1\- Ì`«,�VÁTY]�,^ÐR
¾º¼)/0��,^_`CÐ-

%`)ºK#/01_`ab5aF�
���`bc- de�vfgYhú¨öYr
ijk����1(l- KÎ×Æ,mnY
UV¯op#qÍ6Er,`stuø¶`
vOwx# ��yï)`sz,<µ{º
�=- ep# `sab|}µ7`�wx�
5#wx(l{�~�#£wò��ÓÔ�
�#`sÓÔ`�#OyM_��#øºL<
,{xP-

^,{�Y^,{xiø�S/0- ù
vú·���Þ�w(c6þMÿY/0Z
Ý .//Yùvú���aR¾��¬6þM
ÿY�sabY°±Ý¥8ã��l�6þ
MÿY ùvúÄ���·����Mÿ�#
��7/0,ø��-

_`#UÒ½ñ�é,abÜ
/0_`ab��«M�¨��v�

A�)�_,��nÎ7~vì`x``^
,F�#_`ab>BRSÒ�ñ�9A¬
�,�a#GZ>B�a�UÓfA~v 
1- %Í~��¡ºÍ~`�#>ÌÃ$¢
£�,8?íÊ-

<¤"}T=,åVwxZ�)#¥xÈ
Ä<¦"5T=,ö'wx- �v�¼3#Ä
.,`sri#Æ§5$åñ,¨©-

åñ#iø¼(-
0! "11 1 1 1

!"#!"$ %&#$
!!!"#$%&'()*+,

!#$% #&'!

1 1 1 1 $%()*+, "-.# /01$
ª«¬£/0_`abÓÔ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4日致信祝贺党中央机关刊
《求是》暨《红旗》创刊60周年， 代表
党中央向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表示
热烈祝贺， 提出殷切希望。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求是》
杂志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
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 长期以来，
同志们坚持党刊姓党 、 政治家办
刊原则 ， 积极宣传阐释党的基本
理论 、 基本路线 、 基本方略 ， 深
入宣传阐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及时宣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 在
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作出了
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 为推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全党 、 教育人民 、 指导实践

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 希望同志们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高扬党
的理论旗帜 ， 增强“四个意识 ” ，
坚定“四个自信”， 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 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
导向，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锐意进
取， 改革创新， 不断提高理论宣传
水平， 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 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求是》 杂志前身为中共中央主
办的《红旗》杂志，1958年创刊。1988
年7月，《求是》杂志出版第1期，沿用
原《红旗》杂志的邮发代号。目前杂志
年度发行量超过180万份。

在党中央机关刊《求是》暨《红旗》创刊
60周年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杂志社全体
工作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求是》杂志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
作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长期以来，同志们
坚持党刊姓党、政治家办刊原则，积极宣传
阐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
入宣传阐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时宣传
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在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
方面作出了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为推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
指导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同志们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高扬党的理论旗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
舆论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锐意进取，改革
创新，不断提高理论宣传水平，更好服务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 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18年7月4日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习近平致《求是》暨《红旗》杂志
创刊60周年的贺信

习近平致信祝贺《求是》暨《红旗》杂志创刊60周年强调

不断提高理论宣传水平
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 � � � 新 华 社 北 京 7月 4日 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联邦
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

习近平请马特维延科转达对普京总统
的诚挚问候。他说，上个月，普京总统成功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
岛峰会，我们就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达成重要共识。我向普京总统颁授了中
国首枚“友谊勋章”，这也凸显了中俄关系的
重要性和独特性。我期待着本月在南非金砖
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再次同他见面。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
最好时期，树立了大国、邻国交往的典范。
今年， 两国都顺利完成各自国内重要政治
议程，在实现国家和民族富强振兴的道路上
迈出坚实步伐，也为中俄关系保持长期健康
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要倍加珍视
和维护双方成熟、 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毫
不动摇地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一如既往坚定
支持对方维护核心利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和全球治理， 为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
献。希望双方认真落实好我同普京总统达成

的各项合作共识，不断更新合作理念、创新
合作模式， 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新的成果，
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表示，立法机构合作是双边关系
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全国人大和俄联
邦会议交流机制日益完善， 为两国开展全方
位合作提供了有效立法支持， 搭建了多渠道
交流平台。 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 继续为两国各领域合作提供政策和法
律支持，加强在治国理政、监督保障等方面互
学互鉴，弘扬中俄世代友好理念，为双边关系

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马特维延科转达了普京总统对习近平

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她说，在两国
元首的引领下， 俄中关系实现了高水平发
展。当前双方的重要任务是要落实好两国元
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两国立法机构在其中大
有可为。俄联邦会议愿深化与中国全国人大
的合作，加强立法等方面经验交流，推动各
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在多边议会组织的协调
配合，更好地服务于俄中关系发展大局。

王晨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
更大释放创新活力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

月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进一步扩大
科研人员自主权的措施，更大释放创新活力；部署
进一步做好稳定和扩大就业工作；通过《国务院关
于修改〈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决定（草案）》。

会议指出，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
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按照能放尽放的要求赋
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充分调动他
们的积极性，激发创新活力，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
一是改革科研管理方式。 二是充分相信科研人员，
尊重人才，赋予他们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三是对
承担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任务的科研人员加大
薪酬激励。四是建立重结果、重绩效的评价体系，区
别对待因科研不确定性未能实现预想目标和学术
不端导致的项目失败，严惩弄虚作假。五是围绕提
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简化科研项目经费
预算编制、实行差别化经费保障、赋予科研人员职
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等开展“绿色通
道”试点，加快形成经验向全国推广。

会议指出， 稳就业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也
是最大的民生。 当前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持续增长、
失业率保持低位，但也面临挑战和较大不确定性因
素。各地区各部门要稳不忘忧，多措并举完成全年
就业任务。

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经济
普查条例〉的决定（草案）》。

� � �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 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党的政治路线
服务，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 、伟大梦
想，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就是：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组织体系
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 坚持德才兼
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
证。这一重要论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是
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开创性贡献， 具有里程碑
意义， 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做好新
时代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 必须深入领会、 牢牢坚
持、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我
们党一路走来，始终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新时
代新征程，新使命新要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鲜明
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
的建设、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首要的是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
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
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持之以恒推动党员干部真正学懂、弄
通、做实，筑牢理想信念、增强执政本领、提升品行作
风。要坚持把政治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全
过程各方面，一切工作都要朝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来推进、来检
验。要全面推动组织工作各项任务落实落地，着力加
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
部队伍，建设矢志爱国奉献、勇于创新创造的优秀人
才队伍，不断提高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质量。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载7月5日《人民日报》）

坚持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
———一论贯彻落实全国

组织工作会议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