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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博培：中國2020年將成太平洋中心
【本報訊】據中評社華盛頓二十

日消息：美國大選共和黨初選競爭者
、前駐華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19日對記者表示，今年11月之後，
不管誰當選，一旦看到總體形勢，美
國總統就會認識到美中關係有着與想
像完全不同的現實，這將迫使他不得
不從戰略利益和經濟現實出發，處理
美中關係這個世界上最複雜、最重要
雙邊關係的敏感性。他說，美國不能
只是輕易地揚言要 「對」（to）中國

做什麼，而應當談論要 「和」（with
）中國做什麼。

不同意羅姆尼對華強硬態度
當天洪博培是在華府智庫 「跨黨

派政策中心」（BPC）舉行的對話會
上回答中評社記者關於如何評價總統
候選人競相敲打中國的問題時作此表
態的。雖然支持羅姆尼，但洪博培對
羅姆尼的對華強硬政策一直不表苟同
。初選時洪博培曾直言羅姆尼不了解

中國，他的此番表態其實也主要是針
對羅姆尼的。

洪博培指出，大選辯論應是候選
人更廣闊地討論美中關係這個21 世紀
最重要雙邊關係的機會，表明美國的
利益和利害關係所在，以及候選人如
何管理、維持、保護這種利益，這很
難通過政治演說隻言片語的 「同期聲
」就能做到。

洪博培說，在政治選舉季，揚言
你要 「對中國」（to China）做什麼
很容易，而實際上應當談論的是 「和
中國」（with China）做什麼；如果
近期歷史上有時間談論必須和中國一
起做什麼，那就是現在。里根和克林
頓也曾經在大選中談論針對中國做什
麼，但入主白宮後，美中關係的現實
使得總統花很多時間處理戰略利益與
經濟現實的敏感性，而此次大選後也
會如此。每個公民會從更長遠地談論
「和中國」做什麼，而不是 「對中國

」做什麼中獲益，不能讓下一代面對
因為這一代造成的運轉不靈的美中關
係。

通過對話討論長遠共同利益
談起美國的亞太戰略，洪博培認

為，中國到 2020 年就會成為太平洋的

中心，中國新領導人會進行改革，問
題在於美國是否做好準備與中國接觸
，是否有戰略議程，開放市場，擴大
貿易，維持軍事關係？他強調，美國
要非常勤勉而敏感地處理美中關係，
承認兩國會有更多摩擦和緊張的趨勢
，因為歷史昭示，新興大國與既有大
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是真切的，美國
要在緩解東海和南海島嶼爭端上起幫
助作用，要確保美中兩國不重蹈斯巴
達與雅典衝突的歷史悲劇，要通過對
話不僅討論分歧，也討論長遠的共同
利益。

在對話中，洪博培一再強調，美
國要想在世界上繼續發揮領導力，要
先解決自己的經濟、財政問題，以及
黨派分化帶來的信任赤字。他指出，
美國要向世界投射自己的原則和價值
觀，就必須解決黨派分化，什麼事情
都幹不成的局面，要向世界展示最好
的民主，這樣才能給世界以信心。

在擔任猶他州長期間在當地公立
學校推廣中文教育的洪博培表示，語
言是開展對華接觸、穩定美中關係的
窗口。在回答中評社記者提問時，洪
博培秀了一把中文。他用字正腔圓的
中文先說了一句話： 「謝謝你的問題
，我很高興你能到這兒來。」

21 日，北京宛平城內、盧溝橋邊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紀念館迎來了一批台灣抗日志士親屬捐贈的珍貴文物。

據介紹，此次捐贈的文物還包括丘念臺關於台灣光復致
敬團安排的信件、丘逢甲詩作縮印掛件和佚詩彩印件、孫中
山任命林祖密為閩南軍司令的任命狀複製件等。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館長沈強表示，台灣同胞英勇
的抗日鬥爭是全民族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大陸同胞們一
起譜寫了中華兒女共赴國難、共禦外侮的光輝篇章。沈強說
，文物將在明年該館舉辦的《台灣同胞抗日鬥爭史實展》中
展出。 （新華社）

■抗戰紀念館獲贈台文物

據中國農業部南海區漁政局消息，目前中國漁政公務執
法船已全部裝備有中國自主研發並提供相關服務的 「北斗」
導航指揮系統，有效增強救助漁民能力，在保障中國漁業安
全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農業部南海區漁政局信息處處長李平介紹說，2008 年
農業部南海局正式啟用北斗導航指揮系統以來，至今已共接
到緊急報警信號有200多次。漁政船通過北斗系統對這些報
警進行應急處理，極大地挽回了漁民的損失。

據了解，目前的北斗系統已經具備了25米的定位精度
。到今年年底，該系統基本建成後，覆蓋區域內的定位精度
將達到 10 米，在整個亞太地區的導航精度將超過美國的
GPS系統。 （中通社）

■中國漁政船全裝備北斗系統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國立科學搜查研究院20日下午對
16 日中彈死亡的中國漁民張樹文的遺體進行了屍檢。據研
究院發布的屍檢初步結果，張樹文被橡皮彈擊中致心臟破裂
死亡。

研究院法醫學部部長崔永植（音）說，遺體未發現毆打
等其他外部衝擊導致頭蓋骨破裂，或死者在生前患有疾病的
痕跡。研究院還將對遺體進行藥物、毒品、血中酒精含量、
DNA等檢查。 （中通社）

■韓警橡皮子彈致中國漁民死亡

【本報訊】據新華社拉薩二十一日消息：北京市
面向西藏籍高校畢業生專場招聘會 21 日在拉薩舉辦
。此次招聘會共提供214個赴京就業崗位，67名大學
生現場與用人單位達成意向。這是北京市企、事業單
位首次舉辦面向西藏籍高校畢業生的定向招聘活動。

據了解，62 家市屬企、事業單位提供了包括教
育、醫療、衛生、金融、計算機、人力資源、汽車製
造等十餘個領域的崗位。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
局將為符合非北京生源引進政策條件的畢業生辦理進
京落戶手續。

「我們將盡最大努力為符合條件的同學開放工作
崗位，不遺餘力地推動就業援藏工作。」本次招聘活
動的企業代表、北京汽車集團有限公司組織部部長高

原說。
2010 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明確提出

對口支援省市、企業每年吸納一定數量的西藏籍高
校畢業生就業；2011 年，西藏自治區經濟工作會議
確定了 「17家援藏企業每年安置100名西藏籍高校畢
業生」的任務；自 2012 年起，西藏自治區與援藏省
市、企業開始共同實施就業援藏工作。

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與西藏自治區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拉薩市政府共同簽訂了《對
口支援拉薩工作協議書》，明確了就業援藏工作的
具體任務和目標。

據主辦方統計，截至下午兩點，共有260餘名西
藏籍學生參加了此次招聘會。金融、IT 等職位成為

畢業生們的熱門選擇目標，而小湯山醫院、積水潭醫
院等六家北京市醫院提供的臨床、護理等專業性強的
職位依然有很大的崗位缺口。

京首次大規模招聘西藏畢業生

【本報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副總理李克強10月18日主持召開擴大營業稅
改徵增值稅試點工作座談會時強調，要按照推
動科學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
以結構性減稅推動結構調整與改革，以營改增
為重要抓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助推工業創
新轉型，加快服務業和中小企業發展，改革與
完善財稅體制，為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增添
動力和活力。

據中新社北京二十一日消息：中國現行稅制結構中，
增值稅和營業稅是最為重要的兩個流轉稅稅種，幾乎涉及
中國所有企業和行業。因此， 「營改增」被認為是中國繼
燃油稅費改革以來又一項重大稅制改革，也是中國實施結
構性減稅的具體舉措。

國務院決定，從今年8月1日開始至年底前，將交通
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由上海
分批擴大至北京、天津、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湖北
、廣東8省、直轄市及寧波、廈門、深圳3個計劃單列市。

座談會上，李克強充分肯定有關地方、部門和企業所
做的努力和營改增試點取得的成效。他說，推進營改增，
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 「重頭戲」，是以結構性減稅促進
穩增長、調結構的 「關鍵點」，既是重大的改革舉措，也
是有效的發展措施。要不斷完善並加快推進試點，使更多
企業受益。

企業從「橄欖型」變「啞鈴型」
李克強指出，實施營改增，是推進製造業升級、解決

服務業發展滯後問題的重要措施。通過打通二三產業增值
稅抵扣鏈條，能夠促進工業領域專業化分工，做大做強研
發和營銷，使企業結構從 「橄欖型」真正轉變為 「啞鈴型
」，產業層次從低端走向中高端；而且會促進一些研發、
設計、營銷等內部服務環節從主業剝離出來，成為效率更
高的創新主體，實現主業更聚焦、輔業更專業。同時，對
服務業實行與工業同樣的增值稅，是國際通行做法，可以
為服務業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特別是對分工細、鏈條長
的現代服務業，減稅效果會更明顯。就業的最大容納器是
服務業，領域寬、覆蓋廣的服務業發展了，就業也就會隨
之擴大，這是最突出的改革效應，對城鎮化發展也是有力
的促進和支撐。

惠及更多中小微企
中國有中小企業 1000 多萬家，佔企業總數 95%以上

，創造了全國50%的稅收和80%的城鎮就業。聽到參與試
點的小規模納稅人全部實現了減負，減稅幅度平均達到
40%，李克強指出，中國經濟發展既需要 「頂天立地」的
具有支柱作用的大企業，也需要 「鋪天蓋地」的富有增長
活力的中小企業。近年來，中國出台了不少支持中小企業
發展的政策措施，這次營改增，又在制度上邁出了重要一
步，突出了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取向，效果也最明顯。隨
着試點範圍的擴大，會惠及更多中小企業尤其是微型企業
，推動就業和創業，促進大中小企業配套協作、相互支撐
，增強整體競爭力和活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
強 18 日在北京出席擴大
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工

作座談會上，幾次中斷正在埋頭念稿的發言者，
直切關鍵問題：你就說說，試點中還發現有什麼
問題？

「這件事從一定意義上講，牽一髮動全身。
」李克強說，改革要從大局着眼，細處入手，
「不僅要前行一步，而且要夯實一步」，這樣才

能 「走得更穩」。
中國現行稅制結構中，增值稅和營業稅是最

為重要的兩個流轉稅稅種，幾乎涉及中國所有企
業和行業， 「營改增」影響之大可想而知。作為
中國正在推行的結構性減稅的重要部分，企業將
因此減少重複徵稅壓力，降低稅收成本，從而
「減重前行」。

「不要小看這件事」，李克強再度強調：
「營改增」如果全面推開，效應很大， 「是繼燃

油稅費改革以來又一項重大稅制改革」。

加快企業研發設備升級
當聽到上海華誼（集團）公司董事長金明達

發言中談到 「企業迫切盼望國家出台類似 『營改
增』的具有實質利好的政策」時，李克強立刻提
問：你說的 「類似」營改增政策還有哪些？

金明達略一猶豫說：如果集團主業的研發中
心也能得到稅收抵扣的優惠政策，那就更好了，
我們一定拍雙手歡呼。

金明達的 「更好」是有所指：由於 「營改增
」在上海的試點，華誼因為擔心額外高額稅賦而
一直擱置的主輔業分離，終於能夠推行。

「營改增」後，華誼把分散在企業內部的各
項輔業分離成立了工程公司、信息公司和物流公

司。僅信息公司一家，今年 1-8 月的利潤就從去
年同期的14萬元人民幣，提高10倍至163萬元。

李克強當即回覆：這正是我們的政策取向。
這需要我們地方政府，在實施 「營改增」過程中
，給納稅人講清楚、做好服務，推動企業發展，
也加快企業研發設備升級。

他轉向正在座談會現場的上海市副市長屠光
紹說：這件事就交給你了，要為企業提供一些具
體的指導。

李克強說， 「營改增」改革，不僅是財稅體
制改革的一項重大措施，也是促進結構調整、企
業轉型升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他說，改革
是國家發展的強勁動力。目前改革已進入攻堅階
段和深水區，涉及更深層次利益格局調整，實施
難度也更大。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推進重點領
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以制度創新煥發發展動力。

（中新社）

特稿

稅制改革牽一髮動全身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二
十一日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
強日前主持召開擴大營業稅改
徵增值稅試點座談會，研究將
「營改增」試點擴大至 12 省

市及郵電、鐵路等行業。財政
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對
大公報表示， 「營改增」是結
構性減稅的重點，除了能為中
小企業減輕稅負，更重要的功
能是促進第三產業、服務業的
發展。

賈康表示， 「營改增」通
過促進專業化細分，減少重複
徵稅來配合經濟結構調整。本
來，營業稅不能做抵扣，即不
能將企業繳納的營業稅在稅前
利潤中扣除，但是 「營改增」
之後，第三產業也被納入抵扣
範圍，從而降低了第三產業的
稅負，從事服務業等第三產業
的中小企自然受益。賈康說：
「就業的最大容納器是服務業

，領域寬、覆蓋廣的服務業發
展了，就業也就會隨之擴大，
這是最突出的改革效應。」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
主任鄭新立在論及 「穩增長」
時，也將 「營改增」的推廣與
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理順住房
、汽車的產銷關係並列為重要
的政策建議。

根據此前部署， 「營改增
」的稅制改革實現大致分三步
走，繼上海啟動 「營改增」試
點後，試點省市和行業的範圍
擴大為第二步，即在全國範圍
內實施 「營改增」，逐步取消
營業稅。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
所副所長王朝才分析，營業稅
是地方稅，增值稅是共享稅，
「營改增」的推廣中，如何處

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必須要
重點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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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指出，實施營改增，是推進製造業升級、解決服務業發展滯後問題的重要措施 新華社

▲西藏畢業生與企業招聘人員交談 網絡圖片

▶洪博培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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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勤勉而
敏感地處理
美中關係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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