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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下午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选举全国政协领导人

据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4 日上午举
行代表小组会议，审议监察法草案；下午举行代表团全体
会议，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两会好声音

加快发展婴幼儿托育服务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14 日上午举行主席团第
三次会议；下午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

多个部门负责人昨在
“部长通道”答记者问

税务总局：
18项税改举措分量重
昨日，文化部、国家税务
总局、中国气象局、国家知识
产权局等多个部门相关负责
人在人民大会堂
“部长通道”
上接受采访，回答热点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
今年推进的税收改革和减税
举措有18项，
将惠及上亿的自
然人和几千万家企业。
据新华社

王军

刘雅鸣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

国家用税收的
“减法”带来经济发展的
“乘法”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 13 日在
的作用。
“部长通道”上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2013 年到 2017 年，我国税收收
中共有 31 处提到“税收”，其中今年推
入分别增长 11.6%、8.8%、6.6%、4.8%
进的税收改革和减税举措有 18 项，是
和 8.7%，形成了一个“左边长、右边
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用笔墨最多的，
短”的 V 形，说明税收增幅回升但同 5
分量很重，力度很大。
年间的高位相比明显短一截；同一时
王军说，今年涉税改革举措覆盖
期，我国企业所得税分别增长 8.5%、
面广，将惠及上亿的自然人和几千万
10.7%、4.8%、5.1%和 11%，出现一个
家企业。同时政策指向更清晰，既着 “左边短、右边长”的 V 形，说明 2017
力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实体经
年企业利润增幅回升且超出 5 年来的
济税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又着力
最好水平。
减轻小微企业和工薪阶层的税负，鼓
王军说，两个 V 形图右边“一短
励创业、促进消费、改善民生。
一长”的转化，说明了减税对增加企
数据显示，自 2012 年我国实施
业效益、促进企业发展的效应。5 年
营改增试点以来，累计减税超过 2 万
来，我国 GDP 增长了 53%，税收收入
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
增长了 43%，税收占 GDP 的比重却下
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共减轻市场主
降了 1.2 个百分点，成为减税与促进
体负担 3 万多亿元。
经济发展关系的最好说明。
“几年来，国家用税收的‘减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改革个
换来了企业效益的‘加法’，带来了经
人所得税。对此，王军说，税务部门将
济发展的‘乘法’。”王军援引权威数
做好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
据印证减税对经济特别是企业发展
的配合工作。

申长雨

雒树刚

中国气象局局长刘雅鸣：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

气象综合观测能力
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加快推动专利法修改
引入惩罚性赔偿措施

中国气象局局长刘雅鸣 13 日在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 13
“部长通道”上说，我国气象监测预报
日在“部长通道”上表示，将加快推动
预警能力不断提高，气象预报准确率
专利法修改，引入惩罚性赔偿措施，加
不断提升，综合观测能力达国际先进
大对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让侵权者
水平。
付出沉重代价。
刘雅鸣介绍，我国已成为气象服
申长雨说，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
务体系最全、保障领域最广、服务效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据统计，知识产权
益最为突出的国家之一，现有自动气
保护的社会满意度由 2012 年的 63 分
象站近 6 万个，覆盖了全国所有城市
提高到 2017 年的 76 分。
和 96%的农村，2017 年被世界气象
申长雨表示，要推进知识产权的
组织正式认定为世界气象中心。
“快保护”，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便捷、
“目前我国气象预报还存在‘短
高效、低成本的维权渠道；坚持做到知
板’
，
短时临近强对流天气预报还存在
识产权的“同保护”，对国内企业和国
困难。”刘雅鸣说，要以世界气象中心
外企业、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大
建设为契机，
提升我国气象业务能力， 企业和小微企业、对单位和个人的知
发展智慧气象服务，让老百姓能够体
识产权，都要做到一视同仁、同等保
验到更加准确及时、
体贴的气象服务。 护，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
即时互动：@厦门晚报 @我要说

全国文化遗产
家底基本摸清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 13 日在“部长
通道”上说，全国文化遗产家底已基本
摸清，
为做好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雒树刚介绍，近年来，通过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
普查、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普查、
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等，
基本摸
清了文化遗产家底，
共登记不可移动文
物76.7万处，
国有可移动文物约1.08亿
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87 万项，348
个地方戏曲剧种，
革命旧址 3.3 万多处，
抗战文物保护单位 2100 多处。52 项遗
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列世界第二；
39 项遗产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
列世界第一。
雒树刚说，要让人民群众“ 零门
槛”
“无障碍”
接触文化遗产。

厦门网：
www.xmnn.cn 电子邮箱：
xmwbnews@vip.sina.com

“生了孩子谁来带”，不少职场女性在
谈到生育时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多位
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建
议，
加快发展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英才学院董事长
杨文认为，很多职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不
高，
主要是因为时间和经济成本。
“二孩的生养哺育要占据育龄职业女
性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影响其职场生涯。不
少家庭需要通过聘请保姆、月嫂的方式照
料婴幼儿，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增加。”杨
文说，当前我国公办幼儿园基本不招收 3 岁
以下婴幼儿，而由机关、社区、企事业单位
开办的托儿所则非常有限。

■全国政协委员杨文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
韩平认为，当今人们对托育的需求不仅是
婴幼儿看护抚养，
更是早期教育和培养。
托育服务行业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全
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认为，
主要包括行业政策法规和专业人员准入标
准缺乏，
监管部门不明确。
多位委员建议，
希望通过
“政府主导、部
门协作、社会参与”
的方式，
解决好托育服务
这个老百姓关心的
“关键小事”
。（据新华社）

建孔子大学推动儒学研究
近年来，我国传统文化已受到越来越
多民众的重视和青睐。全国人大代表、山东
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张志勇认为，传承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需打好“孔子牌”，可依托
孔子故里独特文化优势，更好推动儒学研
究、传播和弘扬。
张志勇认为，当前国内“孔子热”
“儒学
热”不断升温，但对儒家思想中蕴含的价值
理念、价值追求、现实意义等，尚未形成权
威的、全面的、系统的成果，需要进一步深
入研究和系统阐释。
为打好
“孔子牌”
，
张志勇建议以曲阜师
范大学、孔子研究院等为基础，
建设
“孔子大
学”
，
发挥高校在教育教学、
学术研究、
人才聚
集和对外交流等方面的优势。
打造出集孔子
儒学和传统文化人才培养、
学术研究、
文献典
藏、
文化体验和普及交流于一体的高地，
更好
推 动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研 究 、传 播 和 弘 扬 。
（据新华社）

用
“利牙”
打击信息泄露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走进新时代，我
们的日子一定会更好！”——全国人大代
表、湖南湘西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村支
书龙献文。
“现在电商扶贫优惠政策大多给了工
业品下行，但农产品卖到城里比较困难，对
于贫困地区，要多在上行物流的补贴上下
功夫。”——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
区政协副主席磨长英。
“在打击个人信息泄露这个事情上，咱
们 的 法 律 应 该 亮 出 更 锋 利 的‘ 牙 齿 ’
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
昌中心支行行长张智富。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