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游客
遭印度出租车司机强奸

印度警方2日说，一名日本女游客
在印度北部的喜马偕尔邦遭出租车司
机强奸，警方已逮捕犯罪嫌疑人。

喜马偕尔邦是印度人气较高的旅
游地区。当地警方负责人莎莉妮·阿格
尼霍特里说， 那名日本游客现年30
岁，5月30日搭乘一辆出租车观光。游
玩结束后， 出租车司机把她带至一处
偏僻地点实施强奸。

阿格尼霍特里说， 涉案出租车
司机1日被捕。受害女游客指认他是
犯罪嫌疑人， 医疗检查证实她遭到
强奸。

印度近年接连发生强奸案。2012
年12月，一名23岁医学院女学生在新
德里一辆公交车上遭6名男子轮奸，伤
重不治，促使印度社会打破长期沉默，
以大规模示威呼吁政府出台严苛法
律。 ■据新华社

普京与金正恩或今秋会晤
俄罗斯副总理尤里·特鲁特涅夫

2日说， 俄罗斯已经邀请朝鲜参加定
于今年9月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朝
鲜尚未答复。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即议会上院
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弗拉基米
尔·贾巴罗夫1日接受俄罗斯媒体采
访时说，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可能今年
秋季在东方经济论坛召开期间会晤。

俄罗斯2015年起每年在远东地
区举办东方经济论坛，今年举办地为
符拉迪沃斯托克， 时间是9月11日至
13日。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
夫5月31日访朝， 会晤朝鲜外务相李
勇浩。金正恩在平壤百花园迎宾馆会
见拉夫罗夫一行。拉夫罗夫转交普京
的信件，邀请金正恩赴俄访问。

■据新华社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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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3日从国家税务总局
获悉，针对近日网上反映有关
影视从业人员签订“阴阳合
同”中的涉税问题，国家税务
总局高度重视，已责成江苏等
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
实。如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
行为，将严格依法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将在
已部署开展对部分高收入、高
风险影视从业人员依法纳税
情况进行评估调查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分析，加
大征管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

6月3日， 江苏省地税局
称，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要求，
对网上反映的有关影视从业
人员签订“阴阳合同”中的涉
税问题， 江苏省地税局已组织
主管税务机关等依法开展调查
核实。 如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的行为，将严格依法处理。

回放：
“阴阳合同”事件引发热议

近日，央视《实话实说》栏
目前主持人崔永元微博曝光
某演员4天6000万天价片酬，
并起底疑似大小合同、阴阳合
同、偷税漏税等潜规则引发舆
论热议。

2003年冯小刚电影《手
机》埋下的矛盾，因电影《手机
2》开拍的消息进一步激化，近
日，崔永元接连发声，矛头对
准《手机2》导演冯小刚、编剧
刘震云和演员范冰冰。

期间崔永元称某演员拍
戏签一大一小两份合同，小合
同约定片酬为人民币1000万
元， 大合同则为5000万元。且
拿了6000万合同的该演员只
在片场演了4天。 其放出的合
同图片显示，该演员为范冰冰。

5月29日范冰冰工作室发
布《严正声明》， 认为崔永元
“公开发布涉密合约涉嫌侵犯
合法权益”。崔永元认为，该声
明变相承认了“大小合同”一
事的真实性。

由于范冰冰工作室在
无锡， 无锡市滨湖区地税局
目前已经介入调查取证，相关
情况有待后续由税务机关权
威发布。

崔永元：
若联系我“一查一个准”

“这是个好事！”3日，记者
联系上崔永元，他表示，自己
已经从网络知晓了此事，不过
在他看来，无锡当地税务部门
如果真要调查此事，首先应该
给自己联系核实，“我现在不
能给你说， 但如果联系我的
话，我告诉他们怎么查，这一
查一个准儿。”

接二连三的在网络爆料，
崔永元接下来还有什么“大
招”？对此，崔永元告诉记者，
一切看心情，如果对方有什么
反应和举动， 自己一定奉陪。
对于自己爆料后的人身安全，
崔永元笑言，已经在网络收到
威胁的信息，不过这一切与此
前攻击转基因时收到的威胁
比少了很多。

律师：
初次违法免罪，只需补缴

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兆成认为，如果崔永元
所说属实，大小合同共计6000
万元，按照税法计算，当事人
可能涉嫌逃避个人所得税
2000多万。 但2009年刑法修
正案对偷税罪进行了修改，初
次违法免罪，只需补缴应纳税
款和缴纳滞纳金。

如果范冰冰此前没有受
到过逃税处罚，那么其行为很
可能不会构成犯罪。如果受到
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仍逃税
的，则可能被判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周兆成表示，“大小合同”
其实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阴
阳合同”， 目的就是逃避纳税
这一法定义务。 金额较小的
“阳合同” 用于向主管机关备
案登记纳税；另一份金额较高
的“阴合同”则实际约定双方
交易价格。

以被崔永元曝光的两份
合同来说，小合同1000万是税
后收入，已经将税负转嫁给甲
方公司，而隐藏的5000万大合
同如果被查实，属于故意隐匿
收入，就已然触犯税法。

■综合新华社、华夏时报、
成都商报

长夜群星，璀璨天地。在
南京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长夜星空”展馆中，可以看
到用多媒体投影呈现出的烈
士英容， 与LED灯营造出的
星光交融， 象征每位烈士散
发信仰之光， 闪耀在革命道
路上。

孙津川就是这“漫天星
光” 闪耀革命道路中的一位
烈士。1895年， 孙津川出生
于安徽省寿县一个工人家
庭。14岁起先后到南京、上
海做工。1924年秋， 孙津川
在上海与中共党员彭干臣相
识， 并在其影响下走上革命
道路。

1925年8月经彭干臣等
介绍， 孙津川加入中国共产
党， 并当选为沪宁铁路工人

协进会委员。不久，中共吴淞
机厂特别支部成立， 孙津川
被选为特支书记。

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
海， 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举
行工人武装起义。1926年10
月，孙津川按照党的要求，带
领吴淞机厂工人武装切断沪
宁铁路， 破坏北洋军阀的后
勤军需补给线， 为上海工人
第一次武装起义创造条件。
1927年3月， 孙津川领导吴
淞机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揭
开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
义的序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孙津川往返奔走于武汉、九
江、上海等地，代表全国铁路
总工会接待和安置苏、 浙、
皖、赣等省的流亡同志，秘密
整顿并恢复各地铁路工会和
党组织。

1928年7月， 孙津川因
叛徒告密，身份暴露而被捕。
在狱中， 国民党军警特务妄
图用高官厚禄和酷刑逼迫孙
津川交出党的机密和南京地
下党的名单， 但遭到坚决拒
绝。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
息的孙津川坚定地对敌人
说：“要杀就杀。枪毙我一个，
还有十个；枪毙我十个，还有
百个。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你
们是杀不完的！”

1928年10月6日， 孙津
川一路唱着国际歌， 高呼着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
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时年
33岁。 ■据新华社

税务总局责成调查“阴阳合同”涉税问题
江苏省地税局：如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严格依法处理

法律面前，谁都不能享受
特权，名气再大，“粉丝”再多，
人脉再广，也绝不能凌驾于法
律之上。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
部署，接下来相关部门将在对
部分高收入、高风险影视从业
人员依法纳税情况进行评估
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风
险防控分析， 加大征管力度，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换言
之，国家税务总局“盯”住的绝
不是“范冰冰事件”这一个案，

而是“部分高收入、高风险影
视从业人员”。其实，逃税从来
都不是单方面的，“阴阳合同”
既牵涉明星， 也牵涉制作公
司，还牵涉投资方等等，每一
个责任主体都不能放过。故
此，从个案入手，逐步深入调
查，掀起一场全方位的查税行
动，显然更值得期待。

———人民网6月3日评论
《化解“阴阳合同”嫌疑，不能
回避税务二字》

国家税务总局“盯”住的绝不是个案

孙津川：
革命者是杀不完的

孙津川像（资料照片）

大兴安岭发生两起森林火灾 4000人扑救
6月2日，武警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支队官兵在灭火。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森林火灾防扑火前线消息，6月1日

以来内蒙古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北部原始林区发生两起森林火灾。 内蒙古自治区防火指挥部门已调集近
4000名扑火人员和大型设备赶赴两处火场进行扑救。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