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31日，陕西省城固县第二中学的高二年级学生开始报名上学。该校4236
名在校高中生全部免学费入学。当日，陕西省城乡中小学校陆续开学，全省公办
普通高中免收学费，民办普通高中收费也按照标准有所减少，从而拉开陕西全面
实施从学前1年到高中3年的13年免费教育序幕。 新华社 图

日本媒体30日报道，
针对首相安倍晋三有意
“超越党章”延长任期的想
法，前地方创生担当大臣、
被视为“安倍接班人”的石
破茂公开表示反对。 石破
茂说， 目前考虑这一问题
为时过早，必须慎重对待。

欲“扛”到东京奥运

根据日本执政党自民
党章程， 总裁任期每届三
年，只能连任一次。根据现
在的规定， 安倍的自民党
总裁任期将于2018年9月
结束。这意味着，他的首相
任期届时也将期满。

连日来， 自民党内就
是否延长安倍党首任期的
话题展开激烈讨论。 安倍
的一些支持者称， 为了能
让他出席2020年东京奥运
会开幕式，“应争取延长至
连干三届达9年”。

为此， 自民党新任干
事长二阶俊博主张成立一
个专门研究机构， 就如何

修改党章展开讨论。同时，自
民党还成立了“党和政治制
度改革实行本部”，先在小范
围内就延期事宜进行讨论，
预计今年9月递交相关计划，
在党内进行大范围讨论。

“接班人”不满

安倍有意延长任期的想
法在自民党内引发争议，不
少党内重量级人物纷纷表示
反对。 反对者包括被视为下
届首相有力竞争者的外相岸
田文雄、 前首相小泉纯一郎
的儿子、“政坛新星” 小泉进
次郎以及石破茂。

石破茂在自民党内有一
定威望，曾担任防卫相、地方
创生担当相、自民党政务调查
会长和干事长等职，一度被视
为“安倍接班人”。安倍今年8
月改组内阁时， 石破茂与他
“撕破脸”，坚决拒绝留任。

共同社本月早些时候发
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
数受访者反对延长自民党总
裁任期。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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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湖南省金源瓷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定注销本公司。 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邹军 13974181286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胡雅遗
失报到证 200712401300455，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爱一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点线面广告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王剑雄，电话：15616166666

◆怀化学院 2015年毕业生丁嫦嫘
遗失报到证，证号：20151054
8201248，声明作废。

◆王萍车牌号湘 A6H08W 遗失
商业保险和交强险保单，保险
单 号 :805112016430130005039
交强险保单号 :805072016430
130005476,声明作废。

◆赵文友遗失野马 T70 车辆合格
证 WEA062000504366,发动
机号 151210725，车架号 LSA
121BL9F2418726,声明作废。

◆周菊清遗失身份证，号码 4324
23196910057643，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李丽萍遗失参加 2010 年全国英
语卫生 A级考试成绩单，声明作废。

◆陈能文遗失维修电工证，证号:
116180100002001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伊秀时装店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分
局 2012 年 4 月 25 日核发的工商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2
6001438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德森煤业有限公司遗失
行政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铭道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肖铭，电话：15580808888

◆易满萍不慎于 2016年 8月 30日
遗失二代身份证，证件号 43060
3197112272523，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铭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于 2014 年 9 月 11 日核发
的注册号为 430102000113882
的营业执照副本两份和国税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430102
5595456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江南人民公社餐饮连锁
有限公司蔡锷路分公司不慎将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5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全部遗失，注册号：430100
000131655，声明作废。

9月1日起， 慈善法正式施
行， 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将受
到法律规范和保障。

慈善与你我息息相关。如何
将人人可为的善事做好？关于慈
善法，你需要知道这些事情。

做慈善
不仅只有捐款捐物

慈善法规定，慈善活动，是
指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以
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
式，自愿开展的扶贫、济困；扶
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救
助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和公共
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
害等公益活动。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道德
模范”孙东林表示，慈善事业倡
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目前，我
国慈善事业已从扶贫、 济困、救
灾等逐步向促进教育、 科学、文
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保护
环境等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
活动等领域发展。 除了捐款、捐
物，扶贫济困、扶助老幼病残，参
加公益活动、提供志愿服务也是
参与慈善事业的一种形式。

个人想要募捐？
需找慈善组织合作

慈善法明确， 不具有公开
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
慈善目的， 可以与具有公开募
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 由该
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
募得款物。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慈
善法律中心执行主任黎颖露表
示， 如果是为了救助本人或者
近亲属在网络上发布求助信
息，应该认定为个人求助行为，
法律不禁止。 而如果是为了救
助本人及近亲属以外的他人在
网络上发起的个人募捐， 属于
非法募捐， 则需要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慈善组织也不能“任性”

慈善募捐， 包括面向社会
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
象的定向募捐。 作为慈善活动
的参与者， 慈善组织发起募捐
也不能“任性”而为。

根据《慈善组织认定办法
（征求意见稿）》，被认定为慈善
组织的社会团体、 社会服务机

构， 应当符合以开展慈善活动
为宗旨； 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组织章程； 有自己的名称和
住所；有必要的财产；内部治理
结构健全，有明确的决策、执行
和监督机制， 有健全的财务制
度等条件。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不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进行公开募捐等一系列违规行
为将被民政部门追责。 民政部
门可以给予警告、 责令限期改
正， 并可以对慈善组织以及责
任人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

作为慈善法的配套措施，
目前这两个办法的征求意见稿
已截止反馈， 正式办法将于近
期出台。

通过互联网募捐
只认13家“金字招牌”

慈善法要求， 慈善组织通
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
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
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
信息。

根据慈善法授权，经过由公
益慈善专家、互联网专家、慈善
组织代表、新闻媒体代表、捐赠
人代表等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评
选，民政部日前公示了包括“腾
讯公益”网络募捐平台、轻松筹、
中国慈善信息平台等首批13家
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
这意味着， 只有这13家网络平
台能够发布公开募捐信息。

做慈善可享受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是促进慈善事
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副主任阚
珂表示，法律对慈善组织、捐赠
人、 受益人依法享有税收优惠
问题都进行了规定。

慈善法明确，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慈善
活动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企
业慈善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
的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
税所得额时当年扣除的部分，
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慈善组织开展扶贫、济困、
救孤、 救灾等慈善活动需要慈
善服务设施用地的， 法律规定
可以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划拨土
地或者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据新华社

今起个人募捐需找慈善组织合作
慈善法正式施行 互联网开展募捐，应在指定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

安倍欲延任期
对手公开叫板

英“趁火打劫”
拉拢苹果

陕西正式实施
13年免费教育

英国媒体30日报道，英国首相
特雷莎·梅正在考虑降低企业税率
以吸引跨国大企业。

《每日电讯报》援引英国内阁成
员的话报道， 欧盟委员会针对美国
苹果公司的最新裁定是英国的重
大“机遇”。“脱欧”公投结束后，英国
试图吸引外国企业来英“筑巢”。

英国首相府则对苹果来英国持
“欢迎”态度。被问及英国政府是否
希望看到苹果落户英国，首相府一
名发言人说：“英国对企业界开放。
我们欢迎任何希望对英国和英国劳
动力大军投资的企业。”

欧盟委员会30日裁定，爱尔兰
政府需从美国苹果公司补收税款
最高达130亿欧元（约合145亿美
元），具体金额由爱尔兰决定。

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说， 爱尔
兰政府对苹果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
违反欧盟规定，造成多年税收损失。

欧盟委员会在调查中发现，苹
果与爱尔兰政府之间的协议内容
意味着，在过去十多年间，苹果为在
欧洲获取的利润按低至0.005%的
税率缴税。与之对比，爱尔兰现行企
业税率为12.5%。

爱尔兰政府和苹果公司都对裁
决表达不服。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