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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邓州穰东支行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南阳监管分局批准开业，核准温荣峰该支行行长的任职资格，颁发《中

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邓州穰东支行

机构编码：B0615S341130064
许可证流水号：0058878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

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2日
住所：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仲景路80号
邮政编码：474100 电话：（0377）6297876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阳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7年11月22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

上查询。

10日，合肥铁路公安通过官
方微博通报旅客罗某以等丈夫为

由阻拦高铁列车发车一事的最新

情况：罗某的行为涉嫌“非法拦截

列车、阻断铁路运输”，公安机关

责令其认错改正，并处以2000元
罚款。然而，令人费解的是，铁路

方面现场处置时最终妥协，允许

其丈夫上车。女子拦车不对，执

法者的“通融”则是对违法者的纵

容。

高铁运行依靠的是一套严格

的管理规章，每个环节之所以有

明确的法规制度，就是要确保列

车运行安全、有序、高效。这名女

子“容我10秒钟”的理由，显然是
对规则的无视，折射出一些人对

法律和规则的错误认识：通融一

下，没啥大不了。这种现象和思

维背后，是对法律缺乏敬畏。

倡导全民守法是建设法治社

会的重要任务。而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则要成为公民守法的有效引

导。在此次事件中，铁路方面虽然

采取了措施应对该女子拦车，但最

终还是选择了通融，让一家三口如

愿上车走人。这种通融看似“人性

化”，但恰恰是在不该讲人情的地

方撕开了法规的口子。

此次事件无疑是一堂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公开

课，公众要从中领悟知法、尊法、

守法的自觉，执法者则应明白法

律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松紧带，面

对执法难题时，要敢于严字当头，

提高执法智慧和能力，维护法律

尊严。⑤3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阻拦高铁岂能如此通融

新 闻 速 览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应约同韩国总统文在寅

通电话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英
国前首相卡梅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月10日下午在
金边和平大厦出席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

人会议时强调，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澜湄

国家命运共同体

●根据数据，中国2017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
游戏市场，移动电竞成为行业新爆发点

●1月12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成品油调价时间
窗口。由于近期国际油价持续上涨，我国成品油价或

将迎来2018年首次上涨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说，美国有可能重返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按

美国意愿重新达成“公平”的协议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1日回应了蚂
蚁金服日前收购美国速汇金失败事

件。他对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国

投资设置“玻璃门”“弹簧门”的倾向

表示担忧，并希望有关国家为中国

投资者创造公平、公正、公开、可预

期的投资环境。

今年1月初，美国的外国在美
投资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

中国数字支付公司蚂蚁金服收购美

国汇款公司速汇金国际的交易。

高峰在当日召开的商务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不反对有关

国家对外国投资开展正常的安全

审查，但是我们对以“国家安全”为

由对外国投资设置“玻璃门”“弹簧

门”的倾向表示担忧。希望有关国

家能够采取切实的行动，为包括中

国企业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创造公

平、公正、公开、可预期的投资环

境。⑤3

“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金遭否决”

商务部反对以“国家安全”为由对
外国投资设置障碍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中央

纪委11日通报2017年全国纪检监
察机关纪律审查情况。2017年全国
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52.7万人，其
中包括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8人。

根据通报，2017年全国纪检监
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273.3万件
次，处置问题线索125.1万件，谈话
函询28.4万件次，立案52.7万件，处
分52.7万人（其中党纪处分44.3万
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58
人，厅局级干部3300余人，县处级
干部2.1万人，乡科级干部7.8万人，

一般干部9.7万人，农村、企业等其
他人员32.7万人。

2017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
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131.6
万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批评教

育、谈话函询78.6万人次，占“四种
形态”处理总人次的 59.7％；第二
种形态纪律轻处分、组织调整41.2
万人次，占 31.3％；第三种形态纪
律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7万人次，
占5.3％；第四种形态严重违纪涉嫌
违 法 立 案 审 查 4.8万 人 次 ，占
3.7％。⑤3

纪检监察机关去年处分52.7万人
包括58名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神州 掠影

今日关注

2018年1月1日起，我国首个
以 环 境 保 护 为 目 标 的 绿 色 税

种——环境保护税正式施行，以

此取代了施行近40年的排污收费
制 度 。 环 保 税 按 季 申 报 缴 纳 ，

2018年4月1日至15日将迎来首个
征期。

环保税如何征收？税率如何

确定？对哪些行业影响较大？针

对各界关心的问题，财政部、税务

总局、环保部有关负责人接受了记

者采访。

地方税额明确
北京按最高限征税
开征环保税一个重要原则是

实现排污费制度向环保税制度的

平稳转移。业内最关心，这税怎么

收？

根据环保税法，环保税的征税

对象和范围与现行排污费基本相

同，征税范围为直接向环境排放的

大气、水、固体和噪声等污染物。

其中，大气污染物税额幅度为每污

染当量1.2元至12元，水污染物税
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 1.4元至 14
元。

据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

介绍，目前，除西藏自治区外，各省

区市均已按法定程序出台了本地

区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

具体适用税额。

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浙

江、安徽、福建、江西、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等12个省份按低
限确定税额，其大气、水污染物税

额分别为每污染当量 1.2元和 1.4
元。

山西、内蒙古、山东、湖北、湖

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等12个省份税额处于中
间水平，其大气污染物税额在每污

染当量1.8元至3.9元之间，水污染
物税额在每污染当量 2.1元至 3.5
元之间。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

河南等6个省份税额处于较高水平，
其大气污染物税额在每污染当量

4.8元至12元之间，水污染物税额在
每污染当量4.8元至14元之间。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

司司长蔡自力介绍，环保税实行

“国家定底线，地方可上浮”的动态

税额调整机制。以环境承载能力

较小的京津冀为例，北京市按最低

税额标准10倍的最高上限确定税
额，其大气、水污染物税额分别为

每污染当量12元和14元；河北则
按照最低税额标准8倍确定了环北
京13个县的大气和水中主要污染
物的适用税额。

此外，江苏也在省内不同区域

确定了差异化的税额，内蒙古、上

海、重庆、云南4省区市税额采取分
年逐步提高到位方式。

王建凡说，总的来看，各地出

台的税额统筹考虑了本地区环境

承载能力、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济

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有利于发

挥税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调

控作用。

“绿色指挥棒”发力
甲醛按24倍征税
“开征环保税的环保意义大于

财政意义。”王建凡说，环保税主要

目的是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环保税

法总则第一条就写明立法宗旨，开

征环保税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环

境，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环保税的收入规模在税收总

收入中占比很小，开征环保税不是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构建绿色

税制，发挥税收‘杠杆’调节作用，

引导企业既算经济账，也算环保

账，助力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总目

标。”蔡自力说。

王建凡说，环境保护税以污染

物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多排污多

缴税、少排污少缴税”，并对降低排

污浓度的企业给予减免税优惠，这

一机制可以促使环境外部成本内

生化，倒逼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

型升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

方式转变。

以大气污染物为例，排放等量

但具有较高危害性的“甲醛”所要缴

纳的环保税是普通“烟尘”的24倍。
蔡自力解释说，环保税针对不

同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设置差别

化的污染当量值，实现对高危害污

染因子多征税。这种政策处理，有

利于引导企业改进工艺，减少污染

物排放，特别是高危污染物的排

放。

已确认33万户纳税人
新机制护航“绿色税收”

环保税虽规模不大，但制度转

换难度大。环保税法确定了“税务

征管、企业申报、环保监测、信息共

享、协作共治”的征管新机制，为部

门间合作提供了良好范例。

王建凡说，从实际情况看，环

保税征管相对复杂，对污染物排放

监测专业技术要求高，需借助环保

部门的污染物监测管理能力，税务

机关与环保部门的工作协作配合

是否顺畅，关系到环保税法的实施

效果。

“排污费征收38年来，累计向
1380万户排污单位收费共计3169
亿元，用于筹集污染防治资金，为

加强环境保护发挥了作用。”据环

保部环境监察局副局长夏祖义介

绍，目前，各地环保部门已完成全

部历史涉税数据向地税部门移交

工作。

蔡自力说，各级地税机关已据

此初步识别和确认环保税纳税人

33万户，并初步建立了环保税税源
数据库。

“我们在设计表证单书时，较

原征收排污费减少了2／ 3的申报
表单及数据项，大幅减轻了纳税人

申报负担。”蔡自力说，环保税法明

确了纳税人的自行申报义务，有利

于增强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税

务部门会同环保部门开展联合辅

导和重点辅导，确保纳税人“懂政

策、能计算、会申报”。

据了解，在环保税首个申报

缴纳期之前，各级财政、税务、环

保等部门将进一步做实做细相关

准备工作，确保征管工作有效有

序进行。进一步细化明确有关政

策，为纳税人提供更加细致的辅

导和服务，切实加强部门协作配

合，提升污染物排放监测能力和

水平。⑤3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环保税来了，究竟影响几何？
——权威部门详解我国首个绿色税种征管新规

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关

系党的生死存亡。

五年前，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

规定，全面从严治党由此破题。作

风建设以激浊扬清之势涤荡神州，

破党内痼疾顽症，党风政风为之一

新。

党的十九大对持之以恒正风

肃纪作出新部署，全面净化党内政

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

设永远在路上。

紧盯年节
狠抓突出问题不松懈

作风之变， 常起于毫末之

间。节日风清气正，是人民身边

可知可感的变化。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始终是作风建设的

重点。

每逢年节假期，预防与监督

并举。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多

种形式发信号，划出“高压线”，

打好“预防针”。2017年，建立国
庆、中秋“两节”和党的十九大

会议期间“四风”问题值班、报

告和督办制度，对收到的“四

风”问题线索，实行“一竿子插

到底”，由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

室直接进行督办。

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中央

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截至2017年
11月，全国共查处违规公款吃
喝、送礼、旅游 （国内） 三类突

出问题共计 4.76万起。违纪发生
数量从2013年、2014年的共3.22
万起，下降至 2017年的 1900多
起，总体呈逐年大幅下降趋势，

基本刹住面上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问题。

正人先正己
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从自身做起、率先垂范，带头执

行八项规定，为全党树典范。中央

纪委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带头

把自己摆进去，首先查找自身存在

问题，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

正人必先正己，身不先则无以

为信。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对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10种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具体表现，特别是表

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

问题，自行检查、扎实整改；综合运

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热衷于

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党员干部

及时“红脸出汗”“咬耳扯袖”，对确

实构成违纪且造成不良影响或严

重后果的严肃追责。

动辄则咎
执纪愈严曝光更频

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

“‘四风’曝光台”一栏严肃而醒目。

警钟长鸣，震慑常在。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作为纪

律审查的重点，尤其对十八大以来

不收手、不知止的，一律从严查处；

紧盯隐形变异“四风”问题现象，对

执纪审查对象的“四风”问题优先

查处和通报。

与此同时，不断加大问责力

度，突出“一案双查”，倒逼各级党

组织和领导干部落实主体责任和

监督责任。2017年1月至11月，全
国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共7700余人。
种种信号表明：越往后执纪越

严。对查处的典型问题，点名道姓

通报曝光，在全国范围形成了“四

风”露头人人喊打的高压氛围。

层层深入
立规明矩织密制度之笼

2017年 10月 27日，党的十九

大闭幕后第三天，新一届中央政治

局首次召开会议就审议了一份重

要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再

次向全党全社会释放出强烈信号，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作风建设，不是也不能是一阵

风，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作出的

庄严承诺。唯有扎紧织密制度之

笼，方能为作风建设层层深入提供

根本保障。

立规明矩，为党员干部划出行

为边界，为纪检监察提供执纪依

据。党中央注重顶层设计，围绕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制定出台了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

例》等重要党内法规。注重制度的

细化配套，面向全国出台完善了公

务接待、办公用房、因公出国等方

面的具体规定；各地区各部门普遍

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施办法、细则

及配套制度。

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作风建

设永远在路上，作出了一刻不能

松、半步不能退的新部署。面对

“四风”新问题、新变种，要以“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信念，让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成风化俗、渐成习惯，定

能实现清气满乾坤。⑤3
（据新华社电）

咬定青山不放松 将作风建设进行到底
——全面从严治党再出发系列综述之三

经过5年艰苦建设，位于重庆江津的世界首座双层六线钢桁梁铁路
斜拉桥——新白沙沱长江特大桥（右）近日落成 ⑤3 新华社 发

1月11日，2018座雪人雕塑在哈尔滨外滩赏冰乐雪园的奇趣雪人谷园区
内展出，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 ⑤3 新华社 发

环保税来了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