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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再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
税措施； 部署加快发行和用好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 支持在建工程及补短板项目建设
并带动消费扩大； 听取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情况汇报，部署做好治欠保支工作。

会议指出，发展好小微企业关系经济
平稳运行和就业稳定。会议决定，对小微
企业推出一批新的普惠性减税措施。一是
大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
微利企业标准， 同时加大所得税优惠力
度，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100万元、100万元到300万元的部分，

分别减按25%、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使
税负降至5%和10%。调整后优惠政策将覆
盖95%以上的纳税企业， 其中98%为民营
企业。二是对主要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和其他个人的小规模纳税人，将增值
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
元。三是允许各省（区、市）政府对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在50%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等地方税种及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 四是扩展投资初创科技型企
业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 使投向这类企业
的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更多税收优
惠。 五是为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形成的

地方财力缺口， 中央财政将加大对地方一
般性转移支付。 上述减税政策可追溯至今
年1月1日，实施期限暂定三年，预计每年可
再为小微企业减负约2000亿元。

会议指出，要围绕优结构、稳内需，更
有效发挥财政货币政策作用。落实好日前
宣布的全面降准措施，继续实施稳健的货
币政策。同时，要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使用进度。会议决定，一是对已经全
国人大授权提前下达的1.39万亿元地方债
要尽快启动发行。抓紧确定全年专项债分
配方案，力争9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二是
更好发挥专项债对当前稳投资促消费的
重要作用。专项债募集资金要优先用于在

建项目，防止“半拉子”工程，支持规划内
重大项目及解决政府项目拖欠工程款等。
在具备施工条件的地方抓紧开工一批交
通、水利、生态环保等重大项目，尽快形成
实物工作量。暂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也要抓
紧开展备料等前期工作。三是货币信贷政
策要配合专项债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引
导金融机构加强金融服务，保障重大项目
后续融资。四是规范专项债管理，落实偿
还责任，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会议要求强化农民工欠薪治理。各
地要优先清偿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导致的
欠薪。 对企业拖欠工资的， 责令限期解
决，逾期不支付的依法从严处罚。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再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减税措施

� � � � � 1月9日12时30分，经过近3个月的挖泥、挖岩试验，由中交天津航道局投资建造的亚洲最大重型自航绞吸船“天鲲
号”顺利返航回到船厂，标志着“天鲲号”完成全部测试，正式具备投产能力。

“天鲲号”全船长140米，宽27.8米，最大挖深35米，总装机功率25843千瓦，设计每小时挖泥6000立方米，绞刀额定功
率6600千瓦。其挖泥能力超过了同样由中交天津航道局投资的现役亚洲最大的绞吸挖泥船“天鲸号”。

图为“天鲲号”在海上航行（2019年1月8日摄）。 新华社发

“天鲲号”完成全部测试归来

� � � �近日， 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调整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
划，撤销莱芜市，将其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辖；设立济南市
莱芜区，以原莱芜市莱城区的行政区域为莱芜区的行政区域；
设立济南市钢城区， 以原莱芜市钢城区的行政区域为钢城区
的行政区域。据山东省有关部门介绍，调整后，济南市辖10区2
县，面积10244平方公里，区域范围内人口870万。

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
调整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划

� � �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日前下发《关于做好2019年征兵准
备工作的通知》， 明确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www.
gfbzb.gov.cn）于1月10日正式开通，受理网上兵役登记、应
征报名和政策咨询等工作事项，这标志着2019年度征兵准
备工作正式展开。 （均据新华社电）

今年征兵准备工作正式展开

新华简讯新华简讯

羽超4比1击败安徽加侨队

湖南华莱队主场
全胜收官

湖南日报1月9日讯（记者 王亮）1月8日，2018至
2019赛季羽超联赛第13轮展开，湖南华莱队在长沙
主场以4比1击败安徽加侨队，从而以7战全胜的完美
表现结束循环赛的全部主场比赛。本轮结束后，湖南
华莱队战绩为10胜3负，位列积分榜第二位。

第12轮击败深圳羽众队后， 湖南华莱队提
前锁定循环赛前四的名次， 确定晋级总决赛。以
客场三连胜的好势头回归主场，湖南华莱队本轮
延续了无坚不摧的状态。面对安徽加侨队，贾一
凡/陈清晨在女双中以2比0轻松击败于小含/陈
笑菲。首次亮相的谭振东毫不怯场，以2比0拿下
俞嘉豪。随着何济霆/张弛在混双中以2比0击退
谭强/郑旭慧，湖南华莱队轻松取得本轮的胜利。
女单中， 魏雅欣以0比2不敌王祉怡， 男双较量
中，李俊慧/刘雨辰以2比0战胜于小渝/谭强。

根据赛程赛制安排， 由循环赛4强参加的总
决赛将在第三方城市陕西宝鸡进行， 半决赛的开
赛时间是1月18日， 赛季冠军将于1月19日决出。

王亮

1月9日 ， 亚洲杯继续进行 ， 两
场焦点战， 沙特队以4比0大胜朝鲜
队， 夺冠热门日本队则以3比2惊险
战胜土库曼斯坦队 。 朝鲜队一直被
外界称为 “神秘之师”， 其实土库曼
斯坦队 ， 更没有多少人知道 。 足球
场上， 谁管你神秘不神秘 ， 有实力
才是硬道理。

E组沙特队迎战朝鲜队， 沙特队
从比赛哨响就牢牢掌握了场上主动
权， 全场控球时间超过70%， 最终以
4比0完胜朝鲜队 。 朝鲜队以0比4完
败， 则创造了球队在该项赛事中的
最大比分失利纪录。

朝鲜队被称为世界足坛的 “神
秘之师”， 这个说法其实不太靠谱 。

加上本届， 朝鲜队已第五次参加亚
洲杯了 。 世界范围 ， 朝鲜队还参加
过两届 世 界 杯 ， 分 别 是 1966年 和
2010年 ， 比国足还多一次 。 不仅如
此， 参加本届亚洲杯的朝鲜队还有4
名闯荡欧洲足坛的球员 ！ 朝鲜队 ，
一点都不 “神秘”。

倒是以2比3不敌日本队的土库
曼斯坦队 ， 似乎更像是 “神秘之
师”， 因为他们1994年才加入国际足
联， 别说世界杯 ， 亚洲杯也没参加
几次。

尽管参加的世界大赛很少 ， 但
并不妨碍他们踢出令人惊叹的足球，
面对在世界杯上能与世界足坛顶级
强队比利时队对抗的日本队 ， 他们
敢打敢拼 ， 一度领先 。 如果不是大
迫勇也在第56分钟 、 第60分钟连入

两球， 扭转局势 ， 说不定又爆出亚
洲杯的一大冷门。

现代足球的发展环境下 ， 怎么
可能会有 “神秘之师”？ 一支球队的
存在感 ， 只有靠实力来奠定 。 我们
永远不会看到 ， 哪一支真正的强队
被冠以 “神秘之师” 的称号。

没有神秘，只讲实力

阿联酋亚洲杯 2019.1.5-2.1

赛程速递
10日19∶00 巴林VS泰国
10日21∶30 约旦VS叙利亚
11日 0∶00 印度VS阿联酋 下期奖池：7161063055.99（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09 6 6 8
排列 5 19009 6 6 8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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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9004 15 16 17 31 32 03+0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1

2

6339208 69731288

76070483803524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我非常渴望再上
一次太空。”中国特级航天员景海鹏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多次说，“只要任务需要， 我时刻做好准
备接受祖国挑选。”53岁的景海鹏是我国首批航
天员，曾有过3次太空之旅。从神舟七号的两天
20小时27分钟飞行，到神舟九号的13天宇宙遨
游，再到神舟十一号的33天中期驻留，他是飞得
次数最多、时间最久、高度最高的中国航天员。

2008年9月25日， 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成功进
入太空。任务中，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密切配
合， 圆满完成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2012年6月
16日，神舟九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太空。任务中，
景海鹏、刘旺、刘洋通力合作，圆满完成我国首次
载人空间交会对接； 2016年10月17日，神舟十一
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太空。任务中，景海鹏、陈冬
在太空完成33天中期驻留， 为后续的中国空间站
建造运营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还会不会再飞？ 三次飞天的景海鹏不止一次
面对这样的问题。每次，他总会说：“作为一名航天
员，我会时刻准备着接受祖国的再次挑选。”

航天员景海鹏：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

包括51名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 �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9日消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
报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 审查调查情况。
2018年，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344万件次， 立
案63.8万件， 处分62.1万人， 包括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1人。

去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62.1万人

场外任意球

� � � �中共中央、 国务院8日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
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
作奖，引发强烈反响。

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了铸造国之重器的两位
“大工匠”： 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永坦院士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
程大学钱七虎院士。刘永坦和团队为祖国海疆装上“千里眼”，钱七
虎和团队为人员、武器穿上“防弹衣”，为首脑指挥中枢、战略武器
安上了“金钟罩”。 “众多国防科技装备获得表彰，作为一名军工
人，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振奋。”中国电科十四所所长胡明春表示。

基础研究是科学体系的源头。本次科技奖励大会上，由清华
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薛其坤领衔取得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
实验发现”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曾9度空缺的国家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如今连续6年产生得主。 大会还颁发了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37项。薛其坤表示，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国基础研究和
原始创新能力依旧存在明显差距， 广大科技工作者还要再接再
厉、接续奋斗。

从实验室到大卖场，科技改善生活，企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从“数字电视广播系统与核心芯片的国产化”到“滚筒洗衣
机分区洗护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一项项企业的研发成果也登上
了国家科技奖的领奖台，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不断得到强化。

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科技进步
奖134项通用类获奖项目，75%的项目有企业参与，其中三分之一
的项目由企业牵头完成。

受访科技工作者纷纷表示，40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
瞩目的成就，未来将珍惜荣誉，担当使命，推动科技事业更好更快
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引发强烈反响
勇攀科技更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