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国台办发言
人朱凤莲22日应询指出，我们欢迎支持广大
台胞台企来大陆投资发展，将继续依法保障
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但绝不允许支持“台
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在大陆赚钱，干“吃
饭砸锅”的事。广大台商台企要明辨是非，
站稳立场，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以
实际行动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有记者问，新华社22日报道上海、江苏
等省市执法部门对台湾远东集团在当地投
资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查处。近

日国台办公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表示
依法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和金

主实施惩戒。请问这两件事有无关联？朱
凤莲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她指出，台湾远东集团在上海、江苏、江
西、湖北、四川等地的化纤纺织、水泥企业存
在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据国家
法律法规对其采取罚款、追缴税款、限期整改
等措施，并收回该企业闲置建设用地。查处
违法违规问题仍在继续。

朱凤莲表示，“台独”顽固分子谋“独”言
行恶劣，严重破坏两岸关系，严重危害台海和
平稳定，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
民族根本利益。对他们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
必须依法惩戒。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近期，上海、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等五省市有关执法
部门开展执法检查，发现台湾远东集团在当地投资的化纤纺织、水泥企业在环保、土地
利用、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生产及消防、税务、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一系列违法违规行
为，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对涉事企业采取罚款、追缴税款、限期整改等措施，并收回该企
业闲置建设用地。

远东集团涉事企业承认存在违法违规事实，已缴纳或正按程序缴纳罚款及税
款。查处违法违规问题仍在进行中。

国台办：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在大陆赚钱

台商台企要与“台独”划清界限

外交部：

美英澳三国蔑视国际规则

执意推进核潜艇合作极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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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杭州11月22日电（记者 王
雨萧 屈凌燕）记者22日从浙江省杭州市税
务部门了解到，网络主播朱宸慧（雪梨）、林
珊珊因偷逃税款，将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
滞纳金并处罚款分别计 6555.31 万元和
2767.25万元。

此前，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门通过税收
大数据分析，发现朱宸慧、林珊珊两名网络
主播涉嫌偷逃税款，在相关税务机关协作配
合下，对其依法开展了全面深入税务稽查。
经查，朱宸慧、林珊珊在2019年至2020年期
间，通过在上海、广西、江西等地设立个人独
资企业，虚构业务将其取得的个人工资薪金
和劳务报酬所得转变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经

营所得，偷逃个人所得税。两人的上述行为
违反了相关税收法律法规，扰乱了税收征管
秩序。

据介绍，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朱宸慧追缴税款、加
收滞纳金并拟处1倍罚款共计6555.31万元，
对林珊珊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拟处1倍
罚款共计2767.25万元。日前，杭州市税务局
稽查局已依法向朱宸慧、林珊珊下达税务行
政处理决定书，并依法履行税务行政处罚告
知程序。

检查中，税务部门发现李志强涉嫌策划、

实施和帮助朱宸慧、林珊珊偷逃税，并干扰税
务机关调查。目前，税务部门已依法对李志
强进行立案检查，将依法另行处理。同时，税
务部门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还发现其他个
别网络主播在文娱领域税收综合治理中自查
自纠不到位，存在涉嫌偷逃税行为，正由属地
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稽查。

杭州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按照
文娱领域税收综合治理工作的有关要求，进
一步加强对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的税收管理，
促使其提升税法遵从意识，自觉依法纳税。
对涉嫌偷逃税的人员，依法依规加大查处力
度，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积极推动文娱
领域长期规范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记者 董雪）外交部发言
人赵立坚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英澳三国蔑视国际
规则，不顾各方反对，炮制所谓的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
议，执意推进核潜艇合作，是极不负责的。

有记者问：据白宫网站19日消息，美国总统批准了
《美英澳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议》备忘录，并称《协议》
将为三国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做出实质性的贡献，深化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中国对美英澳三国开展核潜艇合作表示
严重关切，此举蓄意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刺激军备竞赛，
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许多国家
已就该合作可能引发的消极后果表达了严重关切。

他说，根据现行的保障监督体系，国际原子能机构无
法对美英拟向澳大利亚提供的核动力反应堆及其所需武
器级核材料实施有效监管，无法保证相关核材料及核技
术不被转用于发展核武器。因此，美英澳三国此举将构
成巨大核扩散风险，明显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
的和宗旨，将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美英澳三国蔑视国际规则，不顾各方反对，炮制所谓

的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议，执意推进核潜艇合作，是极
不负责的。”赵立坚说，“试问，三国将分享哪些信息？是否
符合三国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会不会造成核扩散？三
国如何确保不将有关核材料与核技术用于发展核武器？
如何防止其错误行径引发其他国家起而效尤？三国有义
务就这些问题向国际社会做出明确交代。”赵立坚说。

税务部门依法对朱宸慧（雪梨）、林珊珊进行处理

两名网红主播因偷逃税款被罚超9000万元

聚焦疫情防控

据新华社上海11月22日电（记者 兰天鸣）记者从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22日开庭审理了被
告人梁永平涉嫌犯侵犯著作权罪一案，并当庭作出一审
判决，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梁永平有期徒刑三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
缴，扣押在案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等予以没收。

经审理查明，自2018年起，被告人梁永平先后成立
武汉链世界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快译星科技有限公司，指
使王某航（另案处理）雇佣万某某、徐某、熊某、姜某某、田
某、温某、文某、王某如、胡某某、阳某某（上述人员均另案
处理）等人作为技术、运营人员，开发“人人影视字幕组”
网站及Android、IOS、Windows、MacOSX、TV等客户端，
由谢某洪（另案处理）等人组织翻译人员，从境外网站下
载未经授权的影视作品，翻译、制作、上传至相关服务器，
通过所经营的“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及相关客户端向用
户提供在线观看和下载服务。

经审计及鉴定，“人人影视字幕组”网站及相关客户端
内共有未授权影视作品32824部，会员数量共计约683万。

其间，被告人梁永平以接受“捐赠”的名义通过涉案
网站及客户端收取会员费；指使谢某翔（另案处理）以广
西三江县海链云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的名义，对外招揽
广告并收取广告费用；指使丛某某（另案处理）对外销售
拷贝有未授权影视作品的移动硬盘。

经审计，自2018年1月至案发，通过上述各渠道，非
法经营额总计人民币1200余万元。2021年1月6日，被
告人梁永平在其居住地被公安人员抓获归案，到案后如
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22日电 记者
从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了解到，20日，全区
生产煤炭386万吨，创单日产量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内蒙古服从国家大局保障能
源供应，全力推进煤炭增产。目前，全区在产
煤矿312处，均加大马力生产。11月20日，全
区生产煤炭386万吨，创历史新高，其中，鄂尔
多斯市231处在产煤矿生产煤炭280.12万吨。

新华社昆明11月22日电（记者 何春
好 孙敏）11月22日上午，经过千余人连续多
日紧张搜救，在云南哀牢山失联的4名中国
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工作
人员被找到，但均已无生命体征。

据搜救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镇沅县常
务副县长张兆辉介绍，11月13日，这4名工
作人员从镇沅县者东镇樟盆村进入哀牢山开
展野外作业后失联，镇沅县政府接报后立刻
成立救援指挥部进山搜救。

据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副总队长王岗介
绍，搜救区域确定为“三区一线”：哀牢山普洱
市镇沅县一侧片区、哀牢山玉溪市新平县一
侧片区、楚雄州双柏县一侧片区和哀牢山山
脊线，累计投入专业救援人员和当地干部群
众8000余人次。

“分别以山脊为线，沿哀牢山西南、东北、
正北3个方向搜救，救援行动由划片循迹搜
索转为地毯式重点搜索，搜救方式由独立搜
索转为3个区域相向合围。”王岗说。

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战训处副处长杨磊
介绍，搜救队伍动用了直升机、“翼龙”无人
机、热成像无人机、搜救犬等，直至11月21日
18时33分，搜救指挥部接到搜救人员报告，
在新平县水塘镇哀牢山山区，重点区域东南
方向直线距离1.85公里处发现3名失联人
员，已无生命体征。

以国家山岳救援昆明大队为主体的救援
力量组成突击队赶赴目标点进行支援，并在
距发现失联人员地点直线距离3.58公里的老
鹰塘设置接应点。

该目标点属于哀牢山原始森林无人区，

无道路、无通讯信号，突击队员夜间穿密林、
爬陡坡，绕过断崖，蹚过激流，不到2公里的
路程行军5个半小时，22日0时32分抵达后，
又以发现地点为中心向四周对第4名失联人
员开展搜索，但因夜色浓重，未能成功。

杨磊说，8时32分，第4名失联人员终于
在3名遇难人员附近被找到，已无生命体征。

据在现场的国家山岳救援昆明大队队员
描述，根据目测，4名遇难者衣冠较为完整，
也没有被野兽侵害的迹象。随后，救援人员
按命令开展了遗体转运工作。

据了解，这4名人员此次进山为开展森
林资源调查，携带有RTK（实时差分定位）设
备、森林罗盘、工兵铲、铁锹等工具以及干粮、
矿泉水等约1天半的口粮。

目前，相关原因正在深入调查中。

据新华社大连11月22日电（记者 张博
群 郭翔）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
22日发布通告，经辽宁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总指挥部同意，大连新增1个中风险地区。

通告说，将大连市甘井子区南关岭街道
姚兴社区姚北路25号划定为中风险地区，并
实施相应管控措施。

新华社石家庄11月22日电（记者 秦
婧）据河北省卫健委22日消息，根据国务院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
于科学划分、精准防控等工作要求，自2021
年11月22日起，辛集市小辛庄乡小章北宋片
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调整后，河北全省为
低风险地区。

衣冠较为完整 没有被野兽侵害迹象 相关原因正在深入调查

云南哀牢山4名野外作业失联人员遇难

内蒙古煤炭

单日产量创历史新高

河北省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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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影视字幕组”侵权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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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优惠调动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积极性

“非改租”可享民水民电+资金补贴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日前，津南区海棠街与海教园
院校共建签约仪式在海教园管理中心举行。海棠街与天
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天津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天津市电子信
息技师学院、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分别签订了共建
协议，并设立“海棠大学堂”。

未来，双方将围绕提升党建水平、举办特色活动、共
享载体资源、促进人才交流、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平安建
设6个方面开展深入联动合作。

据介绍，海棠街将在机关、社区建立实习实践基地，
开放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便民服务中心、文化中心等
阵地，支持师生开展理论宣讲、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创
新创业等实践活动。各签约院校将在校内基地和场馆
中建设各类主题学堂，设计学堂运行方案，定期向社区
群众授课，校内场馆适时向群众开放。街校还将共同建
立安全稳定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树立全周期管理理念，
在关键领域密切配合，统筹好街道、行业、院校力量，维
护区域安全，守护街校平安。

本报讯（记者 姜凝）快板、报菜名、绕口令……昨天，
天津商业大学大学生艺术教育中心内欢声笑语不断，该
校美育实践课堂“带你走进相声”体验活动在这里举办，
由此，标志着商大大学生艺术教育中心正式启用。

据了解，作为天津商业大学专职美育教育管理机构
的大学生艺术教育中心，建立了集教育教学、实践活动、
校园文化、艺术展演“四位一体”的普及美育推进机制，
也是学生开展学习研讨、社团活动、艺术实践、自我管理
服务等活动的综合性多功能场所。该中心总面积约
1145平方米，由3层主楼和2层配楼组成，分为学生活动
功能区和美育实践教学区，建立了文艺演播剧场、谈心
谈话室、开放学习交流区、报告厅、学生活动室、多功能
排练厅、艺术教研室、器乐艺术实践训练室等，为学生打
造自由交流的空间区域、开展各项校园活动提供了良好
的软硬件保障，以提升美育活动的育人成效、持续促进
艺术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同频共振。

本报讯（记者 陈璠）为加快发展保障性
租赁住房，更好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
住房困难问题，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等有关规定，市
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规划资源局制定了《天津
市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
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日
前正式印发实施。为调动各方改建保障性租
赁住房的积极性，我市实施财政补助、贴息、
民用水电气热价格、税收等多项优惠，改建保
障性租赁住房可申请财政补贴，奖补标准为
建安成本、工程建设其他费、装修装饰费总和
的30%，且最高不超过600元/平方米。

为调动各方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积

极性，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根据我市
相关支持政策，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可申请
财政补贴。此外，办理商业银行贷款用于改
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可申请贴息奖
补，奖补标准为相应贷款当年实际发生利息
的 30%，且贴息利率最高不超过 2个百分
点。对认定的重点项目，还可享受最高不超
过10元/月·平方米的运营奖补。
《指导意见》从税收、水电气热价格优惠

等方面提出了保障性租赁住房支持政策。
在税收支持政策方面，住房租赁企业中的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个人出租住房取得的全
部出租收入，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
照5%的征收率减按1.5%计算缴纳增值税，或

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住房租赁
企业中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向个人出租住
房，按照5%的征收率减按1.5%计算缴纳增值
税；住房租赁企业向个人出租住房适用上述简
易计税方法并进行预缴的，减按1.5%预征率
预缴增值税。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
他组织向个人、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出
租住房的，减按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

在水电气热价格优惠政策方面，供水、
供电、供气、供热部门对取得保障性租赁住
房项目认定书的项目，在项目运营期内水电
气热收费价格按照居民标准执行。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我市已先后出台了财政、税收、金融、非居住房

屋改建等系列政策，形成了对发展保障性租赁
住房的多维度政策支持体系，带动了住房租赁
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等市场主体参与保障性
租赁住房建设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居民可
负担、企业可持续”的住房租赁健康发展模
式。近期，我市正在组织编制“十四五”保障性
租赁住房发展规划，将按照职住平衡、产城人
融合、人地房联动的要求，科学确定全市保障
性租赁住房建设年度建设计划、空间布局和政
策措施，坚持以盘活存量房屋和土地为主，指
导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有序建设和供应，进一
步完善我市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建
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

津南区海棠街与海教园6所院校携手

街校共建“海棠大学堂”

天津商业大学

大学生艺术教育中心启用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记者日前从市国
资两委召开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市
自2019年在全国燃气行业率先启动智能燃
气表更换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
165万具，越来越多的市民享受到了“足不出
户便捷购气”服务。

据介绍，从2019年起，能源集团津燃华润
为149万户居民用户免费更换了智能燃气表。
针对老年用户的用气需求，该公司在旗下16个
区域56个服务站厅设置了一站式业务办理窗
口，全年无休，通过人工服务和自助售气终端
等满足用户需求。更换智能燃气表后，一部手
机可绑定多个智能燃气表户号进行线上购
气。对于不习惯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可以
由子女、亲属绑定燃气表号，远程为其在线购
气，这样就不用担心老年人购气问题了。

我市已更换智能燃气表165万具

市民足不出户在线购气

▲昨日，针对寒潮天气，天津能源集团
城安热电公司24小时巡视，确保所辖供热
区域居民家中温度达标。

本报记者 孙立伟 摄

�昨日，我市大风降温，为帮助老人增
强体质，河东区椿萱茂养老院护工带领老
人们做养生操、小游戏等。

本报记者 吴迪 通讯员 马之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