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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提高出口退税率、扩大国有科技型企业
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实施范围……今年以
来，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在
年初确定的全年减税降费1.1万亿元的政策
措施外，党中央、国务院又出台一系列促进实
体经济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等新措施，预计全
年减税降费规模超过1.3万亿元。

如何看待今年一系列减税举措成效？如
何加大减负力度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

“新的出口退税率即将实行，我们正
根据新政对出口企业进行筛选并逐户通
知，确保政策惠及企业。”浙江盛春轴承有
限公司会计董丽丽告诉记者， 梳理发现，
公司出口额第一的产品———深沟球轴承
的退税率已于9月15日起从 15%提至
16%，而从11月1日起，企业出口额第二的
产品滚动轴承的其他零件，退税率也将从
15%提至16%。

今年从5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深化增值税
改革措施，也惠及广大企业。重庆市苏华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向城乡居民收购
废纸并销售至造纸企业。增值税税率下调1%
以后， 这家企业仅今年5月就少缴税109万
元，全年预计减税1000万元。

从企业实打实的感受到一个个统计
数据，可以看出，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正
在落地生效，释放出改革红利。

统计数据显示，分季度看，今年前三季
度税收收入分别增长17.8%、13.1%和8%，每
个季度回落约5个百分点。 特别是5月1日起
实施的深化增值税改革成效逐步显现，减轻
了企业负担， 相应拉低了税收收入增速，截
至9月底， 深化增值税改革三项措施合计减
税2386.4亿元。

而从更长的时间轴看， 深化增值税
改革，进一步降低收费，支持小微企业、
鼓励创业创新……财政部数据显示 ，
2013年至2017年， 实施营改增改革已累
计减税2.1万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业税
收优惠、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共减轻市

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
政府真金白银地为企业减负是事

实，但不可否认，一系列减税政策具体到
不同的经济细分领域， 处在不同发展阶
段的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感觉各不相同，
仍有不少企业认为税负太重。

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看
来，不同时期，企业感受到的税负压力有所
不同。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企业的产能利
用率高、利润丰厚，承受税负的能力就强。在
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劳动力
成本提高、附加值降低、利润变薄等诸多困
难，承受税负的能力自然随之下降。

“如果减税的幅度比不上一些企业
盈利下降的幅度， 减税措施落地中受制
于体制机制障碍而被打了折扣， 企业的
‘纳税痛苦感’就会上升。”刘尚希说。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 面临
一些新问题新挑战， 外部环境发生明显
变化，这让企业投资回报率不高，经营困

难，企业的税痛感就更加明显了。
在这个大背景下， 广大市场主体期盼

国家进一步出台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
措施，进一步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并
稳妥推进社保费划转改革等工作。

而对企业自身而言， 也要发挥降成本的
主体作用， 要学会适应营改增等改革不断完
善抵扣链条，更大范围获得抵扣，不断创新提
高对成本上升的消纳能力，积极转型升级、优
化经营管理，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当前， 当务之急要将减税降费落实到
位， 兑现好全年更大力度为企业减负的承
诺。针对纳税人反映的问题，要确保各项宏
观调控政策协调发力，避免因相关政策叠加
发力对企业经营带来一定影响；关键要落实
好中央“六稳”工作要求，持续加大简政放权
力度，在制度和法治上真正给实体经济吃长
效“定心丸”，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诚信良好
的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如何看待减轻企业税负问题
� � � � �今年11月1日起， 我国现行货物出口退税率由原来的七档减为五档， 其中塑料制品、 灯具、 润滑剂、 玻璃纤维等上千个
税目商品的退税率将提高至少1个百分点， 更多企业将获得减负———

� � � �就在前几天的炸弹包裹事件惊魂
甫定之际， 夺命的枪声又在美国接踵
响起。27日，美国匹兹堡一座犹太教堂
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11人死亡，6人受
伤。 选举前的10月往往会有突发事件
影响选举结果， 这已成为美国选举的
一个特色，被称为“十月惊奇”。但这
次，已不再是“十月惊奇”，而是“十月
悲哀”。

仇恨生暴力

据美国媒体报道，27日枪击事件的
嫌疑人罗伯特·鲍尔斯是新纳粹分子，曾
在社交网络上多次发表反犹仇恨言论，
开枪时高喊“所有犹太人必须死”。

此前一天，在佛罗里达州，向十
余名民主党政要和自由派人士邮寄
含有爆炸装置包裹的嫌疑人西泽·
萨约克落入法网。 他驾驶的车辆贴
满充斥党派敌意的贴纸， 包括把前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等人的图片圈上红色枪靶标记的海
报。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
弗·雷说，经鉴定这些包裹都不是假
炸弹。

两名嫌疑人都坚决反移民，但
政治立场不尽相同。 鲍尔斯狂热反
犹，他既反对民主党，也反对亲以色
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萨约克则是
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 仇视民主党
以及批评特朗普的人士。

两起案件定性也有不同。 美国司
法部把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案列为针
对特定种族或宗教人群的“仇恨犯
罪”，而把炸弹包裹案定性为“本土恐
怖主义”。

尽管如此， 两案的共性一目了
然：驱动作案者的，是令他们内心世
界“黑化”的愤怒、仇恨、极端思想以
及暴力倾向。

分裂具毒性

从目前调查看，两案都是“独狼”
作案，没有直接关联，但类似案件却并
不鲜见。2016年总统选举以来，美国仇
恨犯罪和政治暴力事件都有增加趋势。

去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
尔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白人
至上”极右集会并引发骚乱。一名白
人至上主义者驾车冲撞反对他们的
抗议人群，造成一死多伤。

民权组织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今
年6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美国2017
年仇恨犯罪率上升，10座最大城市的仇
恨犯罪数量连续4年增加， 达10年来最
高水平，“反黑人，反犹太人，反同性恋和
反拉丁裔是最常见的仇恨犯罪类型”。

美国媒体近日在分析美国政治生
态时，常不约而同地使用“有毒”一词。多
位分析人士指出，日趋极化的两党政治
使美国政治土壤感染了“分裂和仇恨”的
毒性，刺激了极端暴力事件的接连发生。

选举蒙阴影

炸弹包裹和反犹枪声，显然影响了
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的氛围，也冲
击了两党选战最后阶段的议题设置。共
和党精心营销的大法官任命、非法移民
压境、对中产阶层再减税、降低药价等
一系列吸票话题被大大冲淡，控枪问题
则有所升温。显然，美国两党政治的极
化、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文化冲突和
种族矛盾、社交网络假新闻和阴谋论等
等都是重要因素，而白热化的选战则使
得分裂与对抗不断发酵。

27日犹太教堂枪击案发生后，特
朗普继续按原定日程参加了伊利诺伊
州的一个竞选集会。 他呼吁美国民众
共同努力打击仇恨犯罪， 接着便把话
题转向了选举和抨击民主党。

分析人士指出，仇恨和暴力已令美
国中期选举蒙上阴影，并且中期选举之
后，这种阴影恐怕也不会轻易消散。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27日电）

美国中期选举的“十月悲哀”国际观察

� � � � 10月27日， 在美国匹兹堡， 安全人员在发生枪击事件的犹太教堂附近。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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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没有直接关联，但类似案件却并
不鲜见。2016年总统选举以来，美国仇
恨犯罪和政治暴力事件都有增加趋势。

去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
尔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白人
至上”极右集会并引发骚乱。一名白
人至上主义者驾车冲撞反对他们的
抗议人群，造成一死多伤。

民权组织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今
年6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美国2017
年仇恨犯罪率上升，10座最大城市的仇
恨犯罪数量连续4年增加， 达10年来最
高水平，“反黑人，反犹太人，反同性恋和
反拉丁裔是最常见的仇恨犯罪类型”。

美国媒体近日在分析美国政治生
态时，常不约而同地使用“有毒”一词。多
位分析人士指出，日趋极化的两党政治
使美国政治土壤感染了“分裂和仇恨”的
毒性，刺激了极端暴力事件的接连发生。

选举蒙阴影

炸弹包裹和反犹枪声，显然影响了
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的氛围，也冲
击了两党选战最后阶段的议题设置。共
和党精心营销的大法官任命、非法移民
压境、对中产阶层再减税、降低药价等
一系列吸票话题被大大冲淡，控枪问题
则有所升温。显然，美国两党政治的极
化、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文化冲突和
种族矛盾、社交网络假新闻和阴谋论等
等都是重要因素，而白热化的选战则使
得分裂与对抗不断发酵。

27日犹太教堂枪击案发生后，特
朗普继续按原定日程参加了伊利诺伊
州的一个竞选集会。 他呼吁美国民众
共同努力打击仇恨犯罪， 接着便把话
题转向了选举和抨击民主党。

分析人士指出，仇恨和暴力已令美
国中期选举蒙上阴影，并且中期选举之
后，这种阴影恐怕也不会轻易消散。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27日电）

� � � �就在前几天的炸弹包裹事件惊魂
甫定之际， 夺命的枪声又在美国接踵
响起。27日，美国匹兹堡一座犹太教堂
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11人死亡，6人受
伤。 选举前的10月往往会有突发事件
影响选举结果， 这已成为美国选举的
一个特色，被称为“十月惊奇”。但这
次，已不再是“十月惊奇”，而是“十月
悲哀”。

仇恨生暴力

据美国媒体报道，27日枪击事件的
嫌疑人罗伯特·鲍尔斯是新纳粹分子，曾
在社交网络上多次发表反犹仇恨言论，
开枪时高喊“所有犹太人必须死”。

此前一天，在佛罗里达州，向十
余名民主党政要和自由派人士邮寄
含有爆炸装置包裹的嫌疑人西泽·
萨约克落入法网。 他驾驶的车辆贴
满充斥党派敌意的贴纸， 包括把前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等人的图片圈上红色枪靶标记的海
报。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
弗·雷说，经鉴定这些包裹都不是假
炸弹。

两名嫌疑人都坚决反移民，但
政治立场不尽相同。 鲍尔斯狂热反
犹，他既反对民主党，也反对亲以色
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萨约克则是
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 仇视民主党
以及批评特朗普的人士。

两起案件定性也有不同。 美国司
法部把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案列为针
对特定种族或宗教人群的“仇恨犯
罪”，而把炸弹包裹案定性为“本土恐
怖主义”。

尽管如此， 两案的共性一目了
然：驱动作案者的，是令他们内心世
界“黑化”的愤怒、仇恨、极端思想以
及暴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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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继续按原定日程参加了伊利诺伊
州的一个竞选集会。 他呼吁美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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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继续按原定日程参加了伊利诺伊
州的一个竞选集会。 他呼吁美国民众
共同努力打击仇恨犯罪， 接着便把话
题转向了选举和抨击民主党。

分析人士指出，仇恨和暴力已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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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上海10月28日电 为把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办成国际一流的博览会，国家有关部委已先后出台20多项
展会便利化措施，并已全部得到落实。

这是上海市市长应勇在28日举行的“第30次上海市市长国
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信息。

应勇表示，进博会还将探索推出保税展示展销常态化的
制度安排等政策措施，让更多的进口展品变成商品。

据介绍， 将于11月5日开幕的首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
已基本就绪，各类展品的布展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目前已有
超过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来自13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2800多家企业确认参加企业展，展出面积合计超过
30万平方米。

参加本届咨询会议的贝恩公司董事会主席奥里特·加迪
耶什认为，进博会是世界上第一次以进口为主题举办的博览
会，是中国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政策宣示和行动，展示了
中国坚定扩大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首届进博会

国家部委出台
20多项便利化措施

� � � �综合新华社重庆10月28日电 记者从重庆市万州区公安
局获悉， 10月28日10时8分， 一辆公交客车与一辆小轿车在
重庆万州区长江二桥相撞后， 公交车坠入江中。

经初步事故现场调查， 系公交客车在行驶中突然越过
中心实线， 撞击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后冲上路沿， 撞断
护栏， 坠入江中。

根据调查访问、 调取公交客车沿线监控视频， 初步确
认当时公交客车共有驾乘人员10多人。 目前， 事故原因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消息称， 已有20多艘救援
船只到达事故水面开展救援打捞工作。 截至20时， 现场已
打捞出2具遇难人员遗体， 正在进行身份信息核实。

重庆万州发生
公交车坠江事故

初步查明车上有10多人，系公交车越线行驶
目前已打捞起2具遇难者遗体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126 5 9 2 0 3 5 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0438961.6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294 8 3 2
排列 5 18294 8 3 2 0 8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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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10月27日电 土耳其、俄罗斯、法国
和德国领导人27日在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举行有关叙利
亚局势的四方峰会。峰会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四国领
导人呼吁在叙利亚全面停火以减少流血冲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会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四
国领导人就叙利亚局势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磋商，要求叙利亚方
面尽快完成宪法委员会的组建。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将在今年年底
前成立运行。 四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说，反对叙利亚任何
一方使用化学武器。

9月14日，法国、德国、俄罗斯和土耳其四国高官在伊斯坦布
尔会晤后达成共识，伊德利卜问题必须通过“政治而非军事途径”
解决。伊德利卜省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与土耳其接壤，是叙反对派
武装和极端组织在叙境内控制的最后一块主要地盘。

呼吁在叙全面停火
叙利亚局势四方峰会

�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记者 周倜）
2018年“中国体育彩票”杯湖南省钓鱼系
列赛（4＋1站）暨“湖南竞技之星”钓鱼比
赛（第四站）今天在浏阳市官桥镇苏姑垂
钓竞技中心举行。

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省的192名钓鱼
爱好者参与。经过一天四场的角逐，湘潭
选手周宏冕、 益阳选手陈归和株洲选手
殷靓分列本站比赛前三名。

本次比赛由湖南省体育局、 湖南省
体育总会主办。

省钓鱼系列赛浏阳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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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杨元崇
周倜）10月27日， 2018年“隆平杯”大众
排球走进新闻出版界系列活动（湖南·长沙
站）在湖南省农科院举行。近160名新闻出
版工作者同台竞技。 湖南省排球协会名誉
主席袁隆平为比赛开球。

大众排球走进新闻出版界活动已连
续在湖南举行了三年。 本次比赛共有来
自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湖南省新闻
工作者协会、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日报
社、湖南红网新媒体集团、长沙市广播电
视台、星辰在线、华声在线、湖南快乐先
锋、 体坛传媒等10家新闻媒体单位、近
160名新闻出版工作者参加。根据赛事规
程，比赛共分为公开组、新闻A组、新闻B
组三个组别，采用“先小组循环，后交叉
淘汰”的赛制。为进一步推广排球运动，
赛事组委会在赛前设置了培训环节，由
省排球协会选派经验丰富的教练为参赛
选手讲解气排球理论知识， 并进行实践
操作。

经过角逐，湖南广播电视台代表队、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代表队分别获得新闻
A组、B组冠军， 公开组冠军被体坛传媒
代表队摘得。

本次活动由中国排球协会主办，湖
南省排球协会承办， 湖南翼腾体育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全程运营。

大众排球
“走进”新闻出版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