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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静（父亲：唐炜，母亲：周
雨晴）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430847075，声明作废。

◆张艺萱（父亲：张弟彪，母亲：谌
巧润）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701451，声明作废。

◆蒲雅彤（父亲：蒲道方，母亲：舒
菊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532003，声明作废。

◆何雨晨（父亲：何义，母亲：邱小
丽）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490654，声明作废。

◆徐世海(父亲：徐伟，母亲：刘帅）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J430935532，声明作废。

◆高千涵（父亲：高阳，母亲：李
帅）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173987，声明作废。
◆谭雅婕（父亲：谭美群，母亲：黄
检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039148，声明作废。
◆聂家蕴（父亲：聂朋，母亲：唐旖
妮）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347251，声明作废。
◆蒋擎宇（父亲：蒋勇，母亲：王锋
锋）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1007339，声明作废。

◆蔡博宇（父亲：蔡招龙，母亲：田
芬）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803073，声明作废。

◆张晨溪（父亲：张新平，母亲：张
小华）遗失湖南省医学出生证明，
编号：L430872791，声明作废。
◆田紫樊（父亲：田国辉，母亲：唐菊
曼）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404991，声明作废。
◆段军星（父亲：刘学明，母亲：段
金华）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I430988427，声明作废。

◆关爱民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430
103196410281020，声明作废。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日
表示，中国在南沙群岛有关部
署不针对任何国家。无心侵犯
者无需担忧害怕。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 据美国媒体报道，中
国首次在南沙群岛部署了导
弹系统。你能否证实？

华春莹说，中国对南沙群
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
辩的主权。中国在南沙群岛上
开展和平建设活动，包括部署

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维护
中国主权和安全的需要，也是
主权国家享有的当然权利。有
关部署不针对任何国家。无心
侵犯者无需担忧害怕。希望有
关方面客观、冷静看待。

华春莹强调，中国是贸易
大国，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坚
定维护者。中国将继续同各国
通力合作，维护好南海地区的
和平稳定。

■据新华社

连线

美国政府官员美国东部时间2日
说，就韩国媒体关于朝鲜可能释放三
名遭羁押韩裔美国公民的报道，美方
正在查证。

一些白宫官员先前预计， 美朝首
脑会晤前，朝方可能释放三人，以示善
意。

韩国联合通讯社当地时间2日晚
以韩国维权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朝方
按照上级指示，4月上旬把三名美国人
从一座劳动教化营转移到首都平壤
郊区一家酒店，关在不同房间。这名韩
国维权人士说， 他的消息源是平壤一
名居民。

报道说，三名美国人名为金学成、
金相德、 金东哲， 分别于2017年5月、
2017年4月和2015年10月在朝鲜被逮
捕，受到间谍罪或“敌对行为”指控。

“我们无法证实那些报道的可信
度，”美国国务院一名女发言人说，“我
们正努力让在朝鲜遭扣留的美国公
民尽快回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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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3日
在党中央总部会见了正在朝
鲜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
长王毅。

王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
主席对金正恩委员长的亲切
问候。王毅表示，不久前委员
长同志成功访华， 习近平总
书记同委员长同志举行历史
性会晤， 达成一系列重要共
识， 揭开了中朝关系的崭新
篇章， 共同规划和引领中朝
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
此访就是要把两国最高领导
人商定的事情办好、办实。

王毅表示， 朝方审时度
势，果断决策，引导朝鲜半岛
局势出现积极变化。 中方支
持和祝贺北南领导人成功会
晤并发表划时代的《板门店
宣言》。会晤为半岛问题政治
解决带来了有利契机。 中方
支持半岛终止战争状态、实
现停和机制转换， 支持朝方
战略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支
持朝方在推进无核化进程中
解决自身正当安全关切。中
方愿就此同朝方保持沟通，

加强协调。
金正恩请王毅转达他对

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金
正恩表示， 朝中友谊是两国
老一辈领导人留下的宝贵遗
产，弥足珍贵。巩固和发展
朝中友好合作是朝方坚定
不移的战略方针。 不久前我
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
同习近平主席广泛深入交
流，达成重要共识，取得丰硕
成果。朝方愿同中方一道，推
动朝中友好关系迈向新的更
高阶段。 朝方高度评价中方
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所作出
的积极贡献， 愿同中方加强
战略沟通。金正恩说，实现半
岛无核化是朝方的坚定立
场。一段时间以来，半岛局势
出现的积极变化是有意义
的， 有利于半岛问题的和平
解决。朝方愿通过恢复对话，
建立互信， 探讨消除威胁半
岛和平的根源。

应朝鲜外务相李勇浩邀
请，王毅于5月2日至3日访问
朝鲜。访问期间，王毅同李勇
浩举行了会谈。

■据新华社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见王毅
中方支持朝方战略重心转向经济建设

青岛海关5月3日发布消息，该关近日立案侦办2起涉嫌走私案，涉案路虎、宾利、保时捷等进口汽车共计1600
余辆，案值10.6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 图为青岛海关查获的涉案走私进口汽车。 新华社 图

青岛海关破获10.6亿元走私进口汽车案

美国查证
朝鲜拟“放人”消息

外交部回应
“中国首次在南沙群岛部署导弹系统”

今年以来，加快科技创新
与企业减负的政策不断出台。
3月28日和4月25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分别推出多项减税措
施， 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
支持创业创新和小微企业发
展，减税“红包”让各行各业惊
喜连连。

在5月3日举行的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与
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就相关
减税举措进行介绍与解读。财
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表示，这一
系列举措将进一步丰富和完
善我国税收政策体系，将更好
地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提供政策保障。

7项减税政策
预计全年减负超600亿元

“减税政策来得真是太及
时了！”在福建三明，福建奥翔
体育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近年来正加快生产技术研发。
听闻中央推出减税新举措，公
司财务负责人严明高兴地说，
公司决定在今明两年投入至
少300万元采购新型设备 。
“因增值税税率降低， 我们每
年可以减税180万元。 这次推
出的7项新政策， 更是直接加
快了我们研发创新的计划。”

“仅仅是教育经费税前扣
除从2.5%提高到8%这一项，
我们公司每年可以多出50万
元经费用于技术培训。” 严明
说，得益于减税举措和政府支
持，企业又能培养一批技术熟
练度高、技术能力强的优秀职
工，让资源投入成为创新发展
动力。

4月25日， 国务院常务会
议提出7项减税举措， 其中包
括扩大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
得税优惠的小微企业范围、对
企业新购入500万元以下设备
和器具进行一次性税前抵扣、
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
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提高
一般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
扣除限额、将创业投资企业和
天使投资个人税收优惠试点
政策推广至全国等等。此次减
税措施干货足、亮点多，预计
全年将为全国企业减轻税负

600多亿元。
程丽华表示， 与以往相

比，此次减税有几个较为明显
的特点。导向更加明确，直接
降低了小微企业成本，提高企
业创业积极性，激发了创新潜
能；受益面更广，可以让更多
的小微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
同时，政策更具稳定性和连续
性，如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政
策，目前已经在多个地区积累
了成熟经验，有利于稳定市场
预期。

就业与创新
将成减税政策题中之意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
新登记企业达132万户， 其中
日均新登记企业1.47万户。创
新创业动能持续增长，民生就
业形势随之向好。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创新
是发展的动力。 程丽华认为，
今年大力度推进减税政策，
重点是聚焦于促进扩大就业
和鼓励科技创新两个目标。
“我国小微企业数量多，在吸
纳就业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但也有‘体量小’、抗风险能
力弱的天然劣势， 需要政府
在税收等政策方面给予更多
的支持， 这也是国际通行做
法。”她说。

“同时， 这次我们精准施
策，打通了关键环节，将更好
地促进创新发展。” 程丽华表
示，比如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
型中小企业的亏损弥补期限
由5年延长至10年， 将着力解
决创新型企业发展初期积累
亏损难以得到充分弥补的问
题；又如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
除限额比例由2.5%统一提高
至8%， 正是提高广大企业职
工技能素质的重要举措。

“税负下降直接增加了企
业现金流，省下来的钱可以用
于研发和生产，为企业技术改
造和产品升级提供更有力的
支持。”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
公司财务负责人王女士表示，
受益于减税政策，公司今年将
至少少缴增值税150万元，这
无疑对企业创新是一大利好。

■据新华社

降低创业创新成本 加快小微企业成长

减负600亿！多项减税政策全国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