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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某些西方国家出于政治操弄需要
和意识形态偏见，利用涉疆涉港等各种借口对中国进行
造谣污蔑和遏制打压，特别是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依据其本国法律对中国有关国家机关、组织和国
家工作人员实施所谓“制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
府对这种霸权主义行径予以严厉谴责，社会各界人士纷
纷表达强烈义愤。

●为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反对西
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多次宣布
对有关国家的实体和个人实施相应反制措施。

●今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依照法定程
序提出立法议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对反外国制裁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常委会组成人
员普遍赞成制定反外国制裁法，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完善
性的意见建议。

反外国制裁法草案二次审议稿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 7 日下午举行第一次全
体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春
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外国制裁法（草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办公室了
解到，一段时间以来，某些西方
国家出于政治操弄需要和意识
形态偏见，利用涉疆涉港等各种
借口对中国进行造谣污蔑和遏
制打压，特别是违反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依据其本国法
律对中国有关国家机关、组织
和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所谓“制
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
政府对这种霸权主义行径予以
严厉谴责，社会各界人士纷纷
表达强烈义愤。为了坚决维护
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反
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多次宣
布对有关国家的实体和个人实

施相应反制措施。“即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今年全国

“两会”前后，一些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
人士提出意见建议，认为国家

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反外国
制裁法，为我国依法反制外国
歧视性措施提供有力的法治支
撑和保障。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批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在“今
后一年的主要任务”中明确提
出，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
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
风险的法律“工具箱”。

根据有关工作安排，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认
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建
议，总结我国反制实践和相关
工作做法，梳理国外有关立法
情况，征求中央和国家有关部
门意见，起草并形成了《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反 外 国 制 裁 法（草
案）》。今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会议依照法定程序提
出立法议案，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反外
国制裁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
议。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赞成
制定反外国制裁法，同时也提
出了一些完善性的意见建议。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
据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各方面的
意见对反外国制裁法草案作了
修改完善，依法向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提
出了审议结果报告和草案二次
审议稿。

中方就3名
美联邦参议员访台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针

对 3 名美国联邦参议员 6 日乘
军机访问台湾，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 7 日说，美国会有关议
员访问台湾并会见台湾地区领
导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中
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
出严正交涉。

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
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把坚
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表态落
到实处，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停止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
的官方往来，慎重处理台湾问
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
任何错误信号，以免给中美关
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
严重损害。

聚焦人大常委会

印花税法草案二审稿7日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审议。草案二审稿
总体上维持现行税制框架不变，
适当降低税率，进一步明确征税
范围，完善税收优惠规定等。

今年 2 月 27 日，印花税法
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草案一审稿总体上保持现行税
制框架和税负水平基本不变，
将印花税暂行条例和证券交易
印花税有关规定上升为法律。

草案二审稿总体上维持现

行税制框架不变，适当降低税
率，拟将“商标专用权、著作权、
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
书据”的税率由万分之五降低
至万分之三，进一步落实减税
降费，支持创新发展，鼓励知识
产权实施应用。

草案二审稿明确，根据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
对居民住房需求保障、企业改制
重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等
情形可以规定减征或者免征印
花税，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备案。 据新华社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草案三
审稿 7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其
中增加规定，货物由内地进入海
南自由贸易港，按照有关规定退
还已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

2020年12月，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草案进行了
初次审议。草案二审稿于2021
年4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在对二审稿进行审议及征
求意见的过程中，有些常委会委

员、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和有的部
门提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
作、简并税制后，内地货物进入
海南自由贸易港，应当退还增值
税、消费税，否则将导致内地货
物与进口货物的税负不平衡，不
利于内地货物在海南市场的公
平竞争。对此，草案三审稿在相
关条文中增加了有关规定。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
在法律中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
的内涵、定位等。建议将草案
相关条文修改为：国家在海南
岛全岛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

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
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实现贸易、
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
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
安全有序流动。

有的部门提出，简并税制是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的关
键环节之一，对于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关系重大，建议进一步细
化相关规定。草案相关条文中
增加一款：全岛封关运作时，将

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等
税费进行简并，在货物和服务零
售环节征收销售税；全岛封关运
作后，进一步简化税制。

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海南
自由贸易港应当进一步强调生
态安全，坚持可持续发展。草案
相关条文增加“制定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防范外来物种入侵”

“实现可持续发展”。 据新华社

近年来，我国审计整改力
度持续加大，落地效果明显：截
至2021年4月，对2019年度审
计问题的整改金额已达2545.4
亿元，制定完善制度 3485 项，
追责问责722人。

这是 7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
议的《国务院关于2020年度中
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计工作报告》中透露的信息。

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
长侯凯 7 日向常委会会议作了
这个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
中央部门预算和投资计划执行
情况总体较好。从对43个中央
部门及所属439家单位2314.33
亿元财政资金的抽查情况看，
财政拨款执行率为 89.08%，比
上年提高0.24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审计发现中央
与地方财政仍存在共同财政事
权转移支付管理不完善、转移
支付分配不够规范严格等问

题；另外，有29个部门和176家
所属单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过紧日子要求，涉及资金
合计9.05亿元。

审计机关还围绕与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的医疗、养
老、保障性安居工程、退耕还林、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问题，不
断加强审计监督，深入揭示在政
策落实、资金使用、项目运营等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比如，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骗取套取手段
花样翻新、基本养老保险应保尽
保仍有漏缺、生态环保资金政策
激励和引导作用发挥不充分等。

报告还揭示了重大违纪违
法问题线索情况：2020 年 5 月
以来，审计共发现并移送重大
问 题 线 索 192 起 ，涉 及 金 额
1430多亿元、人数1160多人。

下一步，审计机关将继续加
大对报告反映问题整改情况的
跟踪督促力度，全面整改情况将
于年底前依法公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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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问题金额已超2545亿元

云南北迁象群
原地休息徘徊暂停迁移

记者从云南北迁亚洲象群
安全防范工作省级指挥部了解
到，截至 6 月 7 日 16 时 50 分，
象群持续在昆明市晋宁区夕阳
彝族乡小范围原地休息徘徊，
暂停迁移。

据地面监测追踪人员报
告，6日离群的1头公象位于象
群东偏北方向，直线距离约 4
公里，人象平安。夕阳彝族乡
持续雷雨天气，现场指挥部同
时对两个点位开展监测布防，
监测追踪难度加大。

省级指挥部要求加强现场
监测，掌握象群和离群独象动
向，深入分析，审慎研判。

据新华社

外交部：
普京总统关于美国的谈话

发人深省

就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关
于美国的谈话，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 7 日表示，普京总统所
谈发人深省。中方一贯认为，
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样子，希
望各国尤其是大国要重温《联
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共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据报道，6月4日，俄罗斯
总统普京在第 24 届圣彼得堡
国际经济论坛活动期间指出，
美国自认为经济和军事实力无
与伦比，便可有恃无恐，扬威耀
武。帝国的通病就在于自恃强
大，纵容自己犯错、却对他国或
分而治之、或胁迫恫吓、或收买
媾和，自以为这便是问题的解
决之道，但问题日积月累，总有
积重难返的一天。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汪文斌说，我们注意到有关
报道，普京总统所谈发人深省。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大国怎么做、如何对待
他国，不仅将决定大国自己的
兴衰，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
类的前途与命运。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