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王亮）记者今
天从湖南师范大学了解到，2019首届中国大
学生气排球锦标赛11月13日至17日在绍兴举
行，湖南师范大学队表现优异，男队荣膺高水
平体育院系组冠军， 女队获高
水平体育院系组第二名。

本次赛事由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主办， 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排球分会执行，绍
兴市体育局承办， 有来自全
国16个省市区的45所院校、
62支队伍（男子33支、 女子
29支）、643人报名参赛。比赛
设高水平体育院系组、 阳光
组和高职高专组3个组别。

湖南师范大学队是大学
气排球的传统强队，本次参加
高水平体育院系组的争夺，男
队先以小组第一出线，然后一
路杀进决赛，最终击败江西宜
春学院队，摘得桂冠。

据了解， 气排球运动近几年在我省高
校发展迅速， 湖南师大气排球队表现最突
出，获得过多届“超级杯”全国气排球联赛
大学男、女组的冠军。

首届中国大学生气排球锦标赛

湖南师大男队获高水平组冠军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中国足协20
日发布《关于各职业俱乐部暂缓签署球员合
同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职业俱乐部在新政
策正式公布前，暂缓与国内球员签署个人工

作合同。 中国足协新闻发言人向记者表示，
计划于12月初公布的新政将包括限薪等多
项政策调整，以促进联赛稳定，推动青训发
展，鼓励优秀年轻球员留洋。

�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近日，中
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印发《关于第二批主题教育单位基层党
组织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
党员的通知》，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检视问
题，坚持实事求是，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锐
利武器，保证高质量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

通知指出，要认真检视问题。党员重点检
视通读《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
要论述选编》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论述摘编》情况；检视对照党章规定
的党员条件和义务权利，对照《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对照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等，查找了哪

些具体问题、改了多少、改得怎样，还有哪些
没有改到位；检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情
况，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做得怎么样，为身边
群众做了什么实事好事，还有哪些差距。

通知强调，要严格把握程序要求，坚持实
事求是，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锐利武器，保证
高质量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会前，要采取多
种方式开展谈心谈话，相互提醒、交流提高。
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按照个人自评、党员互
评、民主测评的程序，组织党员进行评议，严
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党员要对党支
部的工作进行评议。 支委会要综合党员参加
主题教育的情况和民主测评结果， 对每名党
员提出评定意见。会后，党支部和党员要根据
专题组织生活会查摆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
并纳入明年工作计划，抓实整改、抓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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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1月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个人所得税改革情况汇报， 确定有关税
收优惠政策减轻纳税人负担； 部署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和使
用，更好服务群众看病就医；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草案）》。

会议指出，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
人所得税制，引入教育、养老等六项专项附加
扣除， 是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的重大税制改
革，是减税降费的重要举措。自去年10月实
施以来，改革成效逐步显现，今年前9个月累
计减税4400多亿元，惠及2.5亿纳税人，对完
善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发挥了
重要作用。下一步，要合理有序建立个人所得
税年度汇算清缴制度， 使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更好落实并不断完善，实现税制可持续。会议
决定， 为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特别是中低收入
群体负担， 暂定两年内对综合所得年收入不
超过12万元或年度补税金额较低的纳税人，

免除汇算清缴义务。 会议要求加强相关政策
解读，简化操作流程，优化办税服务，便利纳
税人依法纳税。会议还决定，为促进海运业发
展，适应国内对海产品较快增长的需求，借鉴
国际做法， 从今年1月1日起到2023年底，对
一个纳税年度内在船航行超过183天的远洋
船员， 其工资薪金收入减按50%计入个人所
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会议指出，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是
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为降低“虚高”药价、减
轻群众负担发挥了积极作用。 会议要求进一
步推进这项工作。 一是扩大集中采购和使用
药品品种范围， 优先将原研药与仿制药价差
较大的品种， 及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性评价的基本药物等纳入集中采购， 以带量
采购促进药价实质性降低。 构建药品国家集
中采购平台，依托省（区、市）建设全国统一开
放采购市场。 二是确保集中采购药品稳定供
应和质量安全。建立中标生产企业应急储备、
库存和产能报告制度，加强中标药品抽检，实

行市场清退制度。建设药品追溯系统，明年底
前率先实现疫苗和国家集中采购使用药品
“一物一码”，并可由公众自主查验。三是制定
实施国家用药管理办法。 推动医疗机构首先
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和医保目录药品。 加强医
院药事管理，依法查处不合理用药行为。建立
健全药品价格常态化监管机制。 在总体不增
加患者负担的前提下， 稳妥有序试点探索医
疗服务价格的优化。 四是推进医保支付方式
改革。 原则上对同一通用名相同剂型和规格
的原研药、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等实行
相同的支付标准。 探索更加高效的药品货款
支付办法。

为完善税收法律制度， 并与营改增改革
取消营业税相衔接，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草案）》。草案保持现行
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的税制框架和税负
水平不变。 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个人所得税改革情况汇报 确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纳税

人负担 部署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
更好服务群众看病就医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草案）》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20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暂定两年内对综合所得
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或年度补税金额较低
的纳税人， 免除汇算清缴义务。 专家表示，
此举将进一步切实减轻纳税人特别是中低收
入群体负担。

个税改革关系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
会议指出， 自去年10月实施以来， 个税改
革成效逐步显现， 今年前9个月累计减税
4400多亿元， 惠及2.5亿纳税人， 对完善收
入分配、 增加居民收入、 扩大消费发挥了重
要作用。

此次会议决定， 暂定两年内对综合所得
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或年度补税金额较低
的纳税人， 免除汇算清缴义务。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表示， 当
前， 我国个税实施“代扣代缴、 自行申报、
汇算清缴、 多退少补、 优化服务、 事后抽
查” 的税收征管模式。 此次国务院亮出个税
汇算清缴新举措， 将进一步降低税收遵从成
本， 进一步切实减轻纳税人特别是中低收入
群体负担。

会议决定， 下一步， 要合理有序建立
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制度， 使专项附

加扣除政策更好落实并不断完善， 实现税
制可持续。

李旭红表示， 当前， 为方便纳税人、 优
化纳税服务， 纳税人工资、 薪金所得可在扣
缴税款时减除专项附加扣除， 但在此环节，
专项附加扣除并不一定能够全额扣除， 例如
大病医疗支出等需要在汇算清缴环节扣除。

“此次国务院提出要合理有序建立个人
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制度， 这将进一步推动
落实完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促进纳税人更
加精准计算全年实际纳税义务， 进一步促进
合理纳税。” 李旭红说。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20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扩大集中采购和使用药
品品种范围，优先将原研药与仿制药价差较
大的品种，及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的基本药物等纳入集中采购，以带量采
购促进药价实质性降低。

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是深化医改
的重要内容，为降低“虚高”药价、减轻群众负
担发挥了积极作用。2018年，11个试点城市

组成采购联盟， 选择部分通过质量和疗效一
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对应的通用名品种进行带
量采购，25个中选药品中选价平均降幅52%。
今年9月，试点扩大范围到全国，25个药品扩
围采购全部成功。

专家表示，通过带量采购，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有利于发挥“团购”效应，同时压缩流
通环节的不合理费用， 从而大幅降低药品价
格。与此同时，由于将“一致性评价”作为仿制

药参加集中带量采购的入围标准，有利于提升
群众用药水平。集中采购和使用药品品种范围
扩大有利于百姓用上更多质高价廉的药品。

为确保集中采购药品稳定供应和质量
安全，会议提出，建立中标生产企业应急储
备、库存和产能报告制度，加强中标药品抽
检，实行市场清退制度。建设药品追溯系统，
明年底前率先实现疫苗和国家集中采购使
用药品“一物一码”，并可由公众自主查验。

我国将扩大集中采购和使用药品品种范围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第二批主题教育单位基层党组织召开
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

中国足协暂缓国内球员合同签署
将公布限薪新政

� � � �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1月20日电 叙利
亚军方20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战机当天
凌晨发射多枚导弹空袭叙首都大马士革周
边地区。以军方表示，当天对伊朗军方在叙

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了大规模轰炸。
以军曾多次以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为

由，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叙利亚和伊朗政
府均否认伊朗在叙驻军。

以色列对叙利亚进行大规模空袭

个税汇算清缴新举措为纳税人减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