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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科技学院 2016 届软件技术专
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李思远毕业证书丢
失 ，编 号 ：133911201606000974, 声 明
作废。

▲河北联合大学 2011 届临床医学专
业（成人）三年制专升本毕业生邵俊伟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00815201105005126,
声明作废。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3 届口
腔医学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陈嵘毕业证
书丢失，编号：137791201306001577,声
明作废。

▲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民警郑志
新不慎将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94250,
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2013 届临
床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毕业生郭子畅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34151201305000377,
声明作废。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6 届
护理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白晓东毕业证
书丢失，编号：134011201606000442,声
明作废。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7 届
护理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聂澳天毕业证

书丢失，编号：134011201706000165,声
明作废。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2014 届美术（绘
画方向）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张晓玥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28851201406000359,声
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 2017 届动
画专业本科毕业生刘永慧就业协议书丢
失，编号：1703291,声明作废。

▲河北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7届
工商管理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李志强毕
业证书丢失，编号：100761200705003396,
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原河北农业技
术师范学院）1995 届农学专业四年制本科
毕 业 生 李 海 福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950056,声明作废。

▲石家庄华医医学中等专业学校2010
届社区医学专业三年制中专毕业生郄存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30020100601550100357,
声明作废。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2007届旅游与酒
店管理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孟繁博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28871200706000555,声
明作废。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 2016 届生
物科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赵畅毕业证
书丢失，编号：134111201605001553,声
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2007届医学影像专业

二年制专科毕业生王美静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100891200706003104,声明作废。

▲陈嵘不慎将医师资格证书丢失，证书
编码：201413220131102199104164448,
声明作废。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4 级汉语
言文学专业免师班学生张欢学生证丢失，
学号：2014013740,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 2009 届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杨杰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00751200905003067,
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2009届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杨杰学士学
位证书丢失，编号：1007542009003304,声
明作废。

▲廊坊卫生职业学院（原廊坊市卫生
学校）2002 届中西医结合专业中专毕业生
丁洪岗毕业证书丢失，编号：MI038234,声
明作废。

▲唐山高等专科学校（现唐山学院）
1998 届财务会计专业二年专科毕业生徐
宏伟毕业证书丢失，编号：98081125,声明
作废。

▲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2003届应用
电子技术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刘平安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14241200306000149,声
明作废。

▲李志海不慎将退休证丢失，身份证
号：130203195411161514,声明作废。

▲陈君炜和管婷之子陈思懿不慎将出
生医学证明撕毁，编号：L350312786,出生
日期：2013年5月17日，声明作废。

▲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民警高强
不慎将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08838,声
明作废。

▲河北体育学院 2015 届柔道专业三
年制中专毕业生司文毕业证书丢失，编号：
30020150701040100151，声明作废。

▲河北体育学院 2015 届柔道专业三
年制中专毕业生薛剑波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30020150701040100152，声明作废。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2009 届会计专
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程媛毕业证书丢失，
编号：128871200906000192，声明作废。

▲河北农业大学 2005 届会计学专业
三年制专科毕业生赵许赛毕业证书丢失，
编号：100861200506001976，声明作废。

▲曲阳县民意汽贸有限公司不慎将保
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丢失，机构编码：
13010067467998800，营业地址：曲阳县
恒阳街北段路西，声明作废。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1996 届现代会
计专业二年制专科毕业生孙玉涛毕业证书
丢失，编号：96DID2101，声明作废。

▲武邑县职教中心 2000 届毕业生张
玉凤毕业证书丢失，证号：20000295，声明
作废。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016 届美术学
专业本科毕业生杨婉姝就业报到证丢失，

编号：201610798201546，声明作废。
▲河北省冀中公安局渤海分局建设派

出所民警徐西东（曾用名：徐锡东）不慎将人
民警察证丢失，警号：100320，声明作废。

▲河北联合大学冀唐学院2014届临床
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毕业生金桂玉学士学
位证书丢失，编号：1359642014000020，声
明作废。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1届高职
护理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白燕毕业证丢失，
证号：137791201106002843，声明作废。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07 届中
西医结合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米鹏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37791200706001045，
声明作废。

▲保定学院 2016 届音乐学专业四年
制本科毕业生严少凡报到证白联丢失，编
号：201610096201347，声明作废。

▲马新岗不慎将一级建造师执业证书
丢失，专业：机电工程，编号：JJ00403454,
声明作废。

▲夏亚男不慎将护士资格证丢失，证
书编号：2014113010030050，声明作废。

▲中国人民解放军 66172 部队孙君宝
不慎将军官证丢失，证号：0794562,声明
作废。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2011届四年制本科毕业生董志岩遗失毕业
证，编号：134081201105001504,声明作废。

▲河北北方学院2014届医学影像学专

业五年制本科毕业生张文涛毕业证书丢失，
编号：100921201405000534,声明作废。

▲李姣姣不慎将护士专业技术资格证
书丢失，编号：14074877,声明作废。

▲徐天娇不慎将护士专业技术资格证
书丢失，编号：13063523,声明作废。

▲韩霜不慎将护士资格证书丢失，编
号：13063359,声明作废。

▲河北职工医学院 1998 届医学专业
（脱产）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宋秀朴毕业证
（证号：0598428）丢失，声明作废。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6
届中医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韩羽滨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41581201606001819,声
明作废。

▲王送送不慎将护士专业技术资格证
书丢失，编号：11011592,声明作废。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5
届口腔医学专业3年制专科毕业生郑子楼毕
业证书丢失，编号：141581201506000616，
声明作废。

▲河北农业大学 2017 届会计学专业
四年制本科毕业生来晓宇毕业证书丢失，
编号：135951201705002254,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2010届药物制剂专业
四年制本科毕业生唐启操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100891201005001507,声明作废。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2000 届金融专
业（业余）三年制专科毕业生董海滨毕业证
丢失，编号：0100Q070,声明作废。

据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0 日电（记者徐剑梅、孙
丁）美国“另类右翼”重要平台布赖特巴特新闻网 9
日宣布，斯蒂芬·班农不再担任其执行主席。

班农曾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负责人，
曾任白宫首席战略师。2016 年大选以来，他不仅被
视为美国“另类右翼”领军人物，也被视为“另类右
翼”进入美国主流政治的关键纽带。

而今，班农这颗“流星”坠地，“另类右翼”政治前
景受挫，从中得利的则是共和党内的建制派。

近日，一本有关特朗普政府内幕的新书援引了
班农对特朗普及其家人的批评言论，引得特朗普发
表声明“怒撕”班农。此后，班农陷入全面孤立。他准
备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中重点“栽培”的右翼竞选人
纷纷公开与他切割，他背后的大金主也公开断绝与他
的关系，声明支持特朗普。

更意味深长的是，美国国内的“另类右翼”运
动——一个集结了白人民粹主义者、种族主义者、
女性歧视者、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的大杂
烩，没有如班农所指望的那样簇拥在他身后，而是同
样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新书摘要披露后，在布赖特
巴特新闻网上，众多“另类右翼”网民发帖声讨班农

“背叛”特朗普。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学院教授托马斯·梅因

即将出版一本研究“另类右翼”的专著。他认为，“另
类右翼”和班农的政治婚姻与其说是基于志同道合，
毋宁说是权宜之计。对“另类右翼”来说，班农只是他
们通往主流政治乃至白宫的工具。所以毫不奇怪，一
旦特朗普抛弃班农，他们就会立刻“止损”，弃班农如
敝屣。

不过，“另类右翼”的政治前景也因班农与特朗
普的决裂而受到影响。对他们来说，像班农这样通往
主流政治乃至白宫的渠道，一时再难寻觅。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美国政治变迁中，共和党
右倾化是一个重要动向。班农的出局意味着共和党
内主流的建制派在今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失去了一个

“劲敌”，共和党右倾趋势有可能放缓。

班农麦克风“哑”了

美“另类右翼”受挫

环保税来了，究竟影响几何？
——权威部门详解我国首个绿色税种征管新规

□新华社记者 郁琼源2018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首个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绿色税种——环境保护税正
式施行，以此取代了施行近40年的排污收费制度。环保税按季申报缴纳，2018年4
月1日至15日将迎来首个征期。

环保税如何征收？税率如何确定？对哪些行业影响较大？针对各界关心的问
题，财政部、税务总局、环保部有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开征环保税一个重要原则是实
现排污费制度向环保税制度的平稳
转移。业内最关心，这税怎么收？

根据环保税法，环保税的征税
对象和范围与现行排污费基本相
同，征税范围为直接向环境排放的
大气、水、固体和噪声等污染物。其
中，大气污染物税额幅度为每污染
当量 1.2 元至 12 元，水污染物税额
幅度为每污染当量1.4元至14元。

据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介
绍，目前，除西藏自治区外，各省区
市均已按法定程序出台了本地区应
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具体适
用税额。

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浙
江、安徽、福建、江西、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等 12 个省份按低限
确定税额，其大气、水污染物税额分
别为每污染当量1.2元和1.4元。

山西、内蒙古、山东、湖北、湖
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
州、云南等 12 个省份税额处于中间
水平，其大气污染物税额在每污染
当量 1.8 至 3.9 元之间，水污染物税
额在每污染当量2.1至3.5元之间。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
河南等6个省份税额处于较高水平，
其大气污染物税额在每污染当量
4.8至12元之间，水污染物税额在每
污染当量4.8至14元之间。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
司长蔡自力介绍，环保税实行“国家
定底线，地方可上浮”的动态税额调

整机制。以环境承载能力较小的京
津冀为例，北京市按最低税额标准
10倍的最高上限确定税额，其大气、
水污染物税额分别为每污染当量12
元和 14 元；河北则按照最低税额标
准 8 倍确定了环北京 13 个县的大气
和水中主要污染物的适用税额。

此外，江苏也在省内不同区域
确定了差异化的税额，内蒙古、上
海、重庆、云南 4 省区市税额采取分
年逐步提高到位方式。

王建凡说，总的来看，各地出
台的税额统筹考虑了本地区环境
承 载 能 力、污 染 物 排 放 现 状 和 经
济 社 会 生 态 发 展 目 标 要 求 ，有 利
于发挥税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调控作用。

“开征环保税的环保意义大于财
政意义。”王建凡说，环保税主要目的
是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环保税法总则
第一条就写明立法宗旨，开征环保税
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
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环保税的收入规模在税收总
收入中占比很小，开征环保税不是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构建绿色
税制，发挥税收‘杠杆’调节作用，引

导企业既算经济账，也算环保账，助
力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总目标。”蔡
自力说。

王建凡说，环境保护税以污染
物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多排污多缴
税、少排污少缴税”，并对降低排污
浓度的企业给予减免税优惠，这一
机制可以促使环境外部成本内生
化，倒逼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型升
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

转变。
以大气污染物为例，排放等量

但具有较高危害性的“甲醛”所要缴
纳的环保税是普通“烟尘”的24倍。

蔡自力解释说，环保税针对不
同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设置差别化
的污染当量值，实现对高危害污染
因子多征税。这种政策处理，有利于
引导企业改进工艺，减少污染物排
放，特别是高危污染物的排放。

环保税虽规模不大，但制度转
换难度大。环保税法确定了“税务征
管、企业申报、环保监测、信息共享、
协作共治”的征管新机制，为部门间
合作提供了良好范例。

王建凡说，从实际情况看，环保
税征管相对复杂，对污染物排放监
测专业技术要求高，需借助环保部
门的污染物监测管理能力，税务机
关与环保部门的工作协作配合是否
顺畅，关系到环保税法的实施效果。

“排污费征收 38 年来，累计向
1380 万户排污单位收费共计 3169

亿元，用于筹集污染防治资金，为加
强环境保护发挥了作用。”据环保部
环境监察局副局长夏祖义介绍，目
前，各地环保部门已完成全部历史
涉税数据向地税部门移交工作。

蔡自力说，各级地税机关已据
此初步识别和确认环保税纳税人33
万户，并初步建立了环保税税源数
据库。

“我们在设计表证单书时，较原
征收排污费减少了2／3的申报表单
及数据项，大幅减轻了纳税人申报负
担。”蔡自力说，环保税法明确了纳税

人的自行申报义务，有利于增强企业
的环境保护意识。税务部门会同环保
部门开展联合辅导和重点辅导，确保
纳税人“懂政策、能计算、会申报”。

据了解，在环保税首个申报缴
纳期之前，各级财政、税务、环保等
部门将进一步做实做细相关准备工
作，确保征管工作有效有序进行。进
一步细化明确有关政策，为纳税人
提供更加细致地辅导和服务，切实
加强部门协作配合，提升污染物排
放监测能力和水平。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地方税额明确 北京按最高限征税

“绿色指挥棒”发力 甲醛按24倍征税

已确认33万户纳税人 征管新机制护航“绿色税收”

据新华社东京1月11日电（记者王可佳）据日媒
报道，日本政府欲以岛屿防御为名，将“出云”号“准航
母”升格为航母。专家指出，航母对于岛屿防卫并无实
质意义，所谓防卫名目不过是政府军扩的借口。

《产经新闻》报道称，防卫省希望对“出云”号进
行必要改造，以支持F-35B垂直起降型战斗机的起
降和运用。F-35B 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
的 F-35 隐形战斗机中的垂直起降型机种，可实现
短距离起飞和垂直着陆，能适用于比普通航母甲板
更狭窄的两栖攻击舰。

“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是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
最大级别的驱逐舰，舰长 248 米，满载排水量约 2.7
万吨，可搭载 14 架直升机。由于具有航母般的全通
甲板，一直被外界视作“准航母”。目前，日本共有两
艘“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分别是 2015 年服役的

“出云”号和 2017 年 3 月正式服役的“出云”级二号
舰“加贺”号。

日本宪法不允许日本拥有“攻击型航母”及洲际
弹道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等攻击型武器，这也是历
届日本政府所秉持的立场。据《读卖新闻》报道，日本
政府计划以岛屿防御等目的为名，将改造后的“出
云”号定位为“防御型航母”。

外务省前高级官员孙崎享告诉新华社记者，拥
有航母对于日本的岛屿防御来说并无实质性意义，
而所谓“防御型航母”的名目则是“安倍晋三政权的
另一个谎言和诡辩”。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日本海上自卫队强化装
备力量动作不断，海防力量得以进一步提升。2017
年11月，日本“苍龙”级潜艇的第十号艇“翔龙”号在
神户正式下水，令日本的常规潜艇阵容增加到 19
艘。目前还另有两艘“苍龙”级潜艇尚在建造之中。

此外，有媒体报道称，日本还计划从 2018 财年
起的 4 年内建造 8 艘新型驱逐舰，以强化日本的岛
屿防御能力。

《朝日新闻》指出，安倍正在逐步摆脱“专守防
卫”的制约。政府在财政困难的背景下依然选择扩充
军费，恐将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日本有关人士认为，“专守防卫”原则基于日本
和平宪法第九条中所规定的“不保持战力”，而“禁止
拥有攻击型武器”则是这一原则的重要体现。一旦该
原则成为一纸空文，事态将会失去控制，并开启无限
制的军扩之路。相关专家表示，这样做的后果将会导
致区域内新一轮军扩竞赛愈演愈烈，军事紧张感不
断增加。日本应和区域内各国一道停止强化军备，寻
找其他缓和紧张和建立互信的道路。

“出云”号寻求航母化

日本意欲何为

我国各地环境保护税税额

□新华社记者 周 琳 陈爱平

多次在 APP、会员问卷调查等页面
中，将港澳台及西藏列为“国家”，在监管部
门调查和万千网友监督之下，万豪酒店终
于“修正”并道歉了。11 日早间，万豪的微
博主账号“万豪酒店及度假酒店”上，对于
此事的声明转发姗姗来迟。

对万豪的做法，不少网民纷纷表达愤
慨：“不买账”“以后再也不住了”⋯⋯专家
指出，万豪这一行为直接违反了网络安全
法和广告法的规定，应予以严厉处罚。

遭多次投诉才“修正”的道歉

9日早上，不少万豪酒店集团的中国会
员收到一封集团方面发来的电子邮件，邀
请他们参加问卷调查。然而在填写注册信
息的活动页面，“您现在居住在哪个国家？”
的选项中，分别出现“中国大陆”“香港”“澳
门”“台湾”以及“西藏”并列的情况。

微博用户“仲举扫地”将这一情况发到
网上并怒斥万豪的做法。他称，这已经不是
第一次投诉万豪，万豪不但不改，反而越来

越过分。
10 日晚间，上海市黄浦区网信办和市

场监管局通报表示，关于万豪中文网页将
港澳台及西藏列为“国家”的事件，该局已
于9日和10日先后约谈万豪酒店管理公司
上海负责人及万豪国际集团大中华区负责
人，要求万豪国际酒店立刻撤下所涉内容，
同时对网站和APP上发布的所有信息进行
全面检查，杜绝出现类似内容；要求万豪国
际酒店及时回应公众关切，通过多种渠道
发布改正声明，尽最大努力消除不良影响。
经监管部门初步调查，万豪国际酒店的行
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黄
浦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其予以立案调查。

10 日晚间，万豪曾通过“万豪礼赏”微
博号发布声明，称已采取措施，尽最大努力
以确保官网及 APP 上对国家和地区划分
以及表述的准确性。万豪国际中文、英文官
网已更新修正，APP 也于 1 月 9 日更新完
成。万豪称：“我们再次真诚道歉，并感谢宾
客以及网友的反馈。”11 日早间，“万豪酒
店及度假酒店”微博终于转发并置顶了上

述声明。11 日下午，万豪再次声明表示，绝
不支持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
何分裂组织，对任何可能引起对以上立场
误解的行为深刻道歉。而此时，距事件曝光
已过去两天时间。

网民为何“不买账”

对万豪的做法，不少网民纷纷表达愤
慨之情，“以后再也不住了”“本来年后要去
万豪酒店入职的，不去了”“会和身边所有
朋友一起抵制”。对万豪的声明，不少网民
也认为“没诚意”“不买账”，“小号道歉，监
管部门通报后，大号才转发，差评”，“第一
则道歉声明中，仅仅是在向会员道歉”。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
海律师认为，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都是我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豪以邮件方式
联系客户，其实是通过互联网发送广告的行
为。邮件中将上述四个地区列为“国家”，直
接违反了网络安全法和广告法的规定。

不少网民表示，将用脚投票，未来不再
入住万豪和其旗下的相关酒店；有旅行社
的导游在微博表示，已经调整下一期的旅

行行程，取消了万豪系酒店。

万豪中文网站和APP被责令关闭

11 日，上海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严肃
指出，万豪国际集团在中文版会员邮件和
APP 注册页面将港澳台和西藏列为“国
家”的行为，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上海市网信办责令万豪国际集团从
11 日 18 时起对其官方中文网站、中文版
APP 自行关闭一周，开展全面自查整改，
彻底清理违法违规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
对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置情况。上海市网
信办将视整改情况再作进一步处理。

11日，国家旅游局也已责成上海市旅游
局尽快查明事实，配合相关部门做出处理。
同时要求，旅游住宿企业要立即对企业网站
和APP上的信息进行全面排查，严格遵守我
国法律法规，坚决杜绝出现类似事件。

万豪国际集团亚太区负责人表示，已
深刻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将立即落实各
项整改要求，以诚恳的态度回应社会舆论
和网民关切。 据新华社上海1月11日电

万豪迟到的道歉，网民为何“不买账”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