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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18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

管理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若干意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改革完善科研经费管理

工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化科研经费管理

的政策文件和改革措施，有力地激发了科研

人员的创造性和创新活力，促进了科技事业

发展，但在科研经费管理方面仍然存在政策

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更

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

激励科研人员多出高质量科技成果、为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需要进

一步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

《若干意见》提出，要扩大科研经费管理自

主权，简化预算编制，按设备费、业务费、劳务费

三大类编制直接费用预算；将设备费预算调剂

权全部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其他费用调剂权

全部下放给项目负责人；扩大经费包干制实施

范围，在人才类和基础研究类科研项目中推行

经费包干制。要完善科研项目经费拨付机制，合

理确定经费拨付计划，加快经费拨付进度。项目

任务书签订后30日内，项目管理部门要将经费

拨付至项目承担单位。项目完成后，结余资金留

归承担单位使用，用于科研活动直接支出。

《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大科研人员激励

力度。提高间接费用比例，对数学等纯理论基

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可提高到不超过

60%；扩大稳定支持科研经费提取奖励经费试

点范围；扩大劳务费开支范围，由单位缴纳的

项目聘用人员社会保险补助、住房公积金等

纳入劳务费科目列支；合理核定绩效工资总

量，动态调整绩效工资水平；科技成果转化现

金奖励不受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限制，不

作为核定下一年度绩效工资基数。

《若干意见》明确，要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

负担。项目承担单位要确保每个项目配有相对

固定的科研财务助理，所需人力成本费用可通

过项目经费等渠道统筹解决；改进财务报销管

理方式，推进科研经费无纸化报销试点，开展

取消科研项目结题财务审计试点，优化科研仪

器设备采购，改进科研人员因公出国（境）管理

方式。要创新财政科研经费投入与支持方式，

开展顶尖领衔科学家支持方式试点，支持新型

研发机构实行“预算+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若干意见》强调，要改进科研绩效管理

和监督检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严重失

信行为实行追责和惩戒。要加强组织实施，

及时清理修改相关规定，加大政策宣传培训

力度，强化政策落实督促指导，适时对有关

试点政策举措进行总结评估，及时总结推广

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

为创新“松绑”为科研人员赋能
国办印发《若干意见》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

1966 年 2 月，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

样——焦裕禄》播发，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千

家万户，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共产党人的光

辉典范和全体党员干部崇敬的榜样。

在兰考工作的 475天，焦裕禄带领兰考人

民除“三害”、种泡桐，用生命树起一座共产党

人的巍峨丰碑，铸造出熠熠生辉、穿越时空的

伟大精神——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

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2014 年 3 月 17 日，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

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参观焦

裕禄生平事迹。他指出，焦裕禄精神同井冈山

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

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

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向他学习。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
改变兰考面貌”

走进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首先见到的

是焦裕禄震撼人心的奋斗誓言和临终遗言——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

“活着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把沙

丘治好。”

1962 年冬，兰考县正遭受严重的风沙、

内涝、盐碱“三害”。焦裕禄临危受命，带领干

部群众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总结出了整

治“三害”的具体策略，探索出了大规模栽种

泡桐的办法。

他亲自带队调查，因为“蹲下去才能看

到蚂蚁”。3 个月的时间里，焦裕禄带领全县

干部跑了 120 多个大队，行程 5000 余里，掌

握了整治“三害”的第一手资料。

焦裕禄长期患有肝病，剧痛难忍时，他

用钢笔、茶缸盖、鸡毛掸子顶着肝部，日子久

了，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焦裕禄始终艰苦朴素，他生前用过的棉

被 上 有 42 个 补 丁 ，褥 子 上 有 36 个 补 丁 。一

次，当他听到自己的孩子“看白戏”时，立即

拿钱让孩子到戏院补票。

……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

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

它千顷澄碧。”50 多年前，焦裕禄带领兰考人

民与“三害”抗争、广植泡桐，在兰考贫瘠的

土地上播撒下了“千顷澄碧”的希望。

50余年间，一代代共产党人在兰考大地接

力奋斗。2017年3月，兰考成为河南省首个脱贫

摘帽的贫困县；焦裕禄当年带领大家栽下的泡桐

树，如今制作成一件件美妙的乐器、一件件精美

的家具，成为兰考人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产业。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
没有他自己”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颜晓

峰认为，焦裕禄精神丰富深邃，其核心是“心中

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

当年，兰考群众听说来了一位新的县委

书记时，焦裕禄已经下乡三天了。为了拉近

和群众的距离，他提出了“三同”工作法——

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大雪封门夜，他不顾风雪访贫问苦。面

对老乡“你是谁”的疑问，一句“我是您的儿

子”，让老乡热泪盈眶。

在兰考，焦裕禄只留下了 4张照片，其中 3

张是别人给他偷拍的。他常说：“镜头要多对准群

众，多给他们拍些照片，多有意义，拍我有啥用？”

他把让兰考人民生活得更好看得比自

己生命还要重。临终前，焦裕禄依然惦记着

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家楼的庄稼淹了

没有，秦寨的盐碱地上麦子长得怎么样，老

韩陵地里的泡桐栽了多少……

斯人已逝，“焦桐”有情。

79岁的兰考农民魏善民有一个保持了 50

年的习惯，每天一大早，他都要驮着扫帚、簸箕，

到离家一公里外的一棵树下扫叶、浇水、施肥。

这是 1963 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一株小

树苗，如今已长成5米多粗、26米多高的参天大

树。附近的泡桐树更新了三四代，它仍傲然挺

立。这棵树，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呼它为“焦桐”。

“正是由于焦裕禄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的位置，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人民也把他放

在心中最崇敬的位置。”颜晓峰说。

“百姓谁不爱好官”——人民
呼唤焦裕禄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

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

改英雄意气！……”1990 年 7 月，有感于焦裕

禄精神，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填写了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指出：要特

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

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

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

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

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

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跟随焦裕禄工作过一年零四个月的原兰考

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刘俊生，生前深有感触地

说：“人民呼唤焦裕禄，是在呼唤我们党一贯同群

众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呼唤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靠人民的好作风，呼唤我们党的崇高理想。”

令人欣慰的是，焦裕禄精神流淌在一代

代共产党人的血液中：扎根乡镇 50 年的“乡

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印，“一腔热血洒高

原”的改革先锋孔繁森，心系群众、无私奉献

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焦裕禄精神历久弥

新、价值永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征程中，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将激励全党干

部群众进一步牢记初心使命，矢志奋斗前行，

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据新华社郑州8月 18日电）

心中装着百姓 一切为了人民
——焦裕禄精神述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8日电 记者 18 日从公安部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自 6 月 1 日在天津、成都、苏州三地启动试点驾

驶证电子化以来，已有 195 万余名群众申领了电子驾驶证。

今年下半年将扩大试点，2022 年全面推行。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国忠表示，驾驶人可登录“交管

12123”APP 个人账号领取，电子驾驶证式样全国统一，与纸

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驾驶人可出示电子驾驶证办理车驾管、处理交通违法、

处理交通事故等交管业务，无需再提交纸质驾驶证。”李国忠

表示，保险理赔、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时，驾驶人也可出示电

子驾驶证，相关单位在线核验驾驶资质，更加便利群众驾车

出行，更好服务企业行业发展。

我国将全面推行电子驾驶证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8月 18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滕江江）长沙银行 8

月17日晚间发布上半年业绩报告称：该行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03.58 亿元，同比增长

17.3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34.81亿

元，同比增长21.18%，盈利增速显著提升。

作为湖南最大的法人金融机构、湖南首

家A股上市银行，长沙银行经营效益持续向

好，资产规模不断跃上新台阶。至 6月末，该

行 资 产 总 额 达 7592.2 亿 元 ，比 年 初 增 加

549.85亿元，增长7.81%。

长沙银行上半年业绩亮眼，大零售业务

功不可没。该行聚焦基础零售、财富管理、消

费金融、小微金融四大核心板块，深耕下沉

县域和社区，建设本地生活生态。其中，该行

财富管理业务上半年贡献的佣金和手续费

收入达7.48亿元，同比增长31.6%。

对标湖南“三高四新”和现代化长沙

战略要求，长沙银行深度谋划战略升级，

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今年以来，

该行开展“服务三高四新·我们一起向前

冲”银企对接活动 82 场次，积极主动对接

制造业、科技创新企业和项目融资需求；

聚 焦 长 株 潭 十 大 重 要 产 业 链 ，提 供“ 商

行+投行”“融资+融智”“债权+股权”的综

合金融服务；倾力服务地方政务，服务中

小微企业和乡村振兴，上半年普惠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新增 60.18 亿元。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瀚潞

通讯员 江子仪

人物名片：

朱贵兵，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

承中心演员，衡州花鼓戏传承人，师

从欧阳爱民、叶俊武、聂隆衡、尹培

德。先后获得 2014 年全省“演艺惠

民、送戏下乡”先进个人奖，第五届、

六届湖南艺术节田汉表演奖，2017

湘戏新角电视大奖赛优秀表演奖，获

评2021年“百团百角唱百年”湖南省

文艺院团竞演活动“十佳演员”等。代

表作品有《蔡坤山耕田》《夫子正传》

《喜脉案》《连升三级》《打铜锣》《南庄

收租》《父亲》《新大打铁》等。

“各家各户，鸡鸭小心”，湖南

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演员朱贵

兵敲响铜锣，唤醒了湖湘老百姓心

灵深处的故乡记忆。这一次，他不

再是《蔡坤山耕田》里勤劳朴实得

可爱的蔡坤山，而是认真负责的蔡

九哥。8 月初，记者采访了朱贵兵，

与他聊聊他的湘情湘韵湘戏。

“为花鼓戏而生”

上个世纪 90年代末，还在上学

的朱贵兵放学路上经过一家音像

店，时不时会听到从店里传来的花

鼓戏。当时的他便觉得湖南花鼓戏

真是好听，从事花鼓戏事业的想法

也开始萌芽，“如果问我毕业以后

想干点什么，我想能够从事戏曲的

话就好了。”当时的朱贵兵喜欢戏

曲，嗓子比较好，也喜欢唱。

一次偶然的机会，朱贵兵遇见

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欧阳爱

民。“当时他在我们那边唱戏，我就

凑上去了，我说老师，我能不能拜

您为师，我也想唱戏。他说，可以

啊，那你试一下吧。试了后他觉得

我嗓子还可以，也有音乐天赋。”一

个曲目，朱贵兵三五天便学会了，

“我感觉自己是为花鼓戏而生的。”

“学我者生，像我者死！”

朱贵兵演绎的角色都很接地

气，在排演戏剧作品前，他会深入民

间采风，从生活和群众中汲取表演

灵感。朱贵兵说，“花鼓戏来源于民

间，反映身边的人与事，有着浓厚的

泥土气息。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

活，因此，在创造每一个新的人物角

色时，都得深入生活来体会人物角

色所面临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同时，朱贵兵也会收集花鼓戏前辈

的影像资料，反复观看揣摩，从他们

的演绎中找寻灵感，再来结合自己

的表演风格，予以创新。

传统戏与现代戏有很大的差

别，传统戏讲究唱做念打、五功四

法。要想将传统戏演好，演员不仅自

身要具备天赋，也要注重平时的积

累沉淀。“戏曲表演本身就是抽象虚

拟的，似像非像，虚实非实。对艺术

本质上的权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要先继承才能传承，要传承必要创

新。这是从事戏曲演员的必经之

路。”朱贵兵说，老师曾叮嘱自己：

“学我者生，像我者死！”

“这条路一走便是23年”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一路走

过来，一坚持就是几十年了。”俗话说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朱贵兵始

终相信，只要自己一直热爱花鼓戏，

认真钻研花鼓戏，总有一天能在这个

行业干出一番成就来。

当然，在戏剧排演过程中也难

免有困难与疑惑。朱贵兵回忆，他刚

进省花时，第一个戏就是《蔡坤山耕

田》，当时语言和表演风格就阻碍了

他，“我不会讲长沙话，再加上与省

花的表演风格又有不同之处。”于

是，朱贵兵便先在语言上下功夫，请

教老师，学习长沙话，再学他们的表

演风格，慢慢地融入。“只有一点一

点地学，一点一点地做，相信有付出

必有回报，才能将困难化解。”

对于 23年的花鼓戏之路，朱贵

兵认为自己着实幸运，遇到了几位对

他花鼓戏生涯影响颇深的良师——

欧阳爱民、叶俊武、聂隆衡、尹培

德，他们为朱贵兵的花鼓戏之路指

明了方向，“他们的教导与鼓励让

我坚持至今。”而花鼓戏也早已融

入朱贵兵的生命里，“作为一个戏

曲演员，戏曲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也改变了我的价值观。”

长沙银行资产规模突破7500亿元
该行半年报显示，营收和净利润均增长15%以上

朱贵兵：

“铜锣”一打二十余年
湘戏湘情湘韵味

谢卓芳

上周日，一场混乱的撤离行动正在喀布尔展

开。枪声中，美国的“支奴干”和“黑鹰”直升机盘旋

在上空，头也不回地离开；人们惊慌失措，争相离

开这座城市。

拜登政府如此草率地抛弃了阿富汗，给盟友

上了一课——关键时候，美国是靠不住的。

“美国回来了”，是拜登上台执政后说得最多

的话，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似乎重新拉近了美国

与盟友的距离。于是乎，美国与它的那群“小跟

班”，花样玩尽地搞起了各种“群”“圈”。虽然话说

得很漂亮，但“本国优先”的美国，仍在伤害盟友的

利益。比如，这次喀布尔之乱，美国想到的首先是

自己如何撤退，至于其他人的生死，它才懒得管。

“美国是否还值得信任？”各国领导人纷纷表

达了对阿富汗局势的失望。首先站出来“怼”的，是

一向与美国关系亲密的英国首相约翰逊，他指责

美国的撤军加速了事态发展。德国总理默克尔表

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并不成功。

此前，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拜登政府未与盟

友协商，单方面做出撤军决定，已经让众多北约盟

国不满。

利则用，不利则弃，美国对盟友向来心口不一。从背弃叙

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到就军费问题向日韩狮子大开口，再

到乌克兰问题，美国舍弃盟友从不脸红、从不尴尬。

说到底，拜登筑起“自由民主”价值观高墙，只是用来拉

拢盟友、围堵中国的手段。对于美国的伎俩，就连那些铁杆盟

友也看不下去了。因此，当拜登试图在 G7 峰会拉拢反华联盟

时，法国总统马克龙火速划清界限，表示 G7 不是反华俱乐

部，默克尔则催促尽快落实《中欧投资协定》。

扶植了 20 年的阿富汗政权十几天输个精光，苦心经营

的“民主样板”一夜坍塌，就连美国自己都无法体面地撤离。

这样的美国，还有什么让盟友相信？

喀布尔之乱，敲响了美国霸权衰落的钟声。它不仅是

美国能力的衰落，更让它的盟友感到后背阵阵寒意袭来——

一旦有风吹草动，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阿富汗？

﹃
美
国
回
来
了
﹄
吗
？
否

天下微评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8月 18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戈）省工信厅近日

发布 2021 年度湖南省移动互联网重点企

业名单。97 家重点企业 2020 年实现营业

收入 548 亿元，占全省移动互联网产业营

业收入的 33.9%。今年上半年延续强劲发

展态势，97 家重点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

吸 纳 就 业 人 数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近 40% 、

32.8%、42.8%。

企业发展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和综合

竞争力明显增强。97 家企业中营业收入超

过 10 亿元的达 8 家，上市企业 13 家；研发

总投入 29.7 亿元，实现净利润 49.3 亿元，

累计拥有软件著作权 8393 个。

移动电商成为我省移动互联网产业

发展优势最突出的领域。水羊集团被誉为

中国 IPO 电商第一股；安克创新去年实现

营收 93.53 亿元，是国内营收规模最大的

民营互联网跨境出口品牌企业之一；大汉

电子商务“大大买钢”平台今年交易量向

2000 万吨迈进。

产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衡阳镭目科技

研发的远程运维服务平台，现已在 500 多

套铸机、超 13.8 万个监控点上进行监控。

在数字文化创意领域，湖南“盘子女人坊”

打造一站式电子商务摄影服务平台，用户

看片、选片、下单、评价等流程均可线上完

成，获评工信部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目。

“ 互 联 网 +”服 务 领 域 更 广 、水 平 更

高。湖南“智慧畅行”的充电桩运营管理平

台在省内大型充电站场充电量第一，新云

网研发出可穿戴设备、医疗自助终端、智

慧课桌等产品并得到广泛应用；长沙冉星

信息的“问卷星”保持每年 100%以上的增

长率，成为国内最大在线问卷调查、考试

和投票平台。

移动互联网重点企业营收高速增长

金融服务
“三高四新”大行动

受降雨影响

黄色预警！湘中、湘西
部分区域发生突发性
地质灾害风险较大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8月 18

日讯（记者 彭可心 肖秀芬）今天,省

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 8 月 18 日 20

时至 19 日 20 时，湘中、湘西部分区域

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大（黄色

预警）。

黄色预警区域：

邵阳市隆回县北部，常德市鼎城区

南部、桃源县，张家界市永定区、武陵源

区、慈利县、桑植县，益阳市安化县，怀

化市鹤城区、沅陵县、麻阳苗族自治县、

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娄

底市新化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

首市、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南部、保

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等。

上述地区各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需加强防范突发性

地质灾害，做好险情和灾情速报，遇强

降水启动防灾预案。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8月 18日讯

（记者 陈淦璋）记者今天从省直单位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印发《湖南省直单位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管理办法》，明确在原有一手房、二手房、组

合贷、商转公贷款品种的基础上，新增“商

转公组合贷款”品种，旨在更好满足缴存职

工购房的个性化贷款需求。

“商转公组合贷款”指办理了商业银

行住房按揭贷款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

在该笔贷款尚未结清时，向省直公积金中

心申请将商业银行住房按揭贷款转为住

房公积金组合贷款的行为。

为体现公积金贷款的政策惠民性，省

直公积金中心与各合作银行协调，在“商转

公组合贷款”中，公积金贷款执行国家规定

的年利率标准（首套房贷款：5 年以下利率

为 2.75%，5 年以上利率为 3.25%；二套房贷

款：5 年以下利率为 3.025%，5 年以上利率

为 3.575%）；商业银行贷款利率遵循“就低

不就高”原则，执行统一的“LPR+BP”浮动

利率标准。例如：职工小王一笔 120 万元的

商业银行贷款，经申请“商转公组合贷款”

（公积金与银行各 60万元贷款，年限 30年）

后，总共可节省利息 30 万元左右。同时，小

王及配偶（如住房公积金都缴存在省直公

积金中心）还可利用其公积金账户余额进

行自动“月对冲”，减轻家庭还款压力。

省直公积金中心介绍，对“商转公组

合贷款”申办流程进行了大幅优化，借款

人只需填报申请表，与其他申请资料一并

递交。该中心营业网点将与入驻银行提供

“一站式”服务，对贷款进行审批、面签及

发放，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创新惠民服务举措

省直公积金推出“商转公组合贷款”品种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8月 18日讯

（记者 李国平 通讯员 陶琛 肖锭）记者

今天从省高院获悉，近日省高院联合省税

务局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不动产司法拍

卖涉税事项办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民事执

行与税费征缴协作，提高民事执行财产处

置效率，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意见》对不动产司法拍卖涉税调查、

定向询价和应缴税费测算、纳税缴费义务

确定、税费凭证和发票取得等事项办理提

出明确要求。《意见》规定，在拍卖公告中，

人民法院应公示不动产拍卖产权转移可能

产生的税费及承担方式，不得在拍卖公告

中要求买受人承担全部税费，交易双方应

按照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缴纳相关税费。

《意见》明确，人民法院在执行案件过程

中，可向被执行人不动产所在地或被执行人注

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出具《调查取证介绍函》，查

询被执行人及其不动产涉税情况。在拍卖、变

卖不动产成交或者依法裁定以物抵债后，人民

法院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出具

《不动产处置成交告知书》；不动产拍卖环节的

税费应在办理过户手续前依法缴纳；不动产司

法拍卖流拍后，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

人接受不动产抵债的，视同买受人，被执行人

视同出卖方，交易税费由买卖双方依法各自负

担。税务机关在不动产司法拍卖缴纳交易环节

税费后，应当积极协助法院办理相关过户手

续，不得以被执行人欠缴非交易环节的税费为

由，拒绝协助办理相关手续。

《意见》还对建立健全不动产司法拍卖

涉税事项办理协作机制、探索建立全省不动

产拍卖涉税信息交换系统等提出了要求。

湖南出台《意见》优化不动产司法拍卖涉税事项办理

不得在拍卖公告中要求买受人承担全部税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