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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洪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习近平向佐科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 3月 21日电 3

月 2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
度尼西亚巴布亚省发生洪水灾
害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近
日，印尼巴布亚省发生洪水灾
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 下转荩5版

就莫桑比克、津巴布韦、马拉维遭受强热带气旋灾害

习近平向三国总统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 3月 21日电 3

月 2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
致电莫桑比克总统纽西、 津巴
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和马拉维
总统穆塔里卡，就莫桑比克、津
巴布韦、马拉维三国遭受强热
带气旋灾害表示慰问。

下转荩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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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电
（记者 申铖 郁琼源）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 21

日联合发布公告，宣布今年空
前力度的增值税税率下调将
于 4月 1日正式启幕，并公布
了一系列深化增值税改革的
配套举措。

根据三部门发布的《关于
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
告》，从 2019年 4月 1日起，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
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
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
调整为 9%。此外，纳税人购进
农产品， 原适用 10%扣除率
的，扣除率调整为 9%。纳税人
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农产品， 按照
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公告称，从 2019年 4月 1

日起，适用 16%税率且出口退
税率为 16%的出口货物劳务，

出口退税率调整为 13%；原适
用 10%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0%的出口货物、 跨境应税行
为，出口退税率调整为 9%。同
时，适用 13%税率的境外旅客
购物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为
11%； 适用 9%税率的境外旅
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
为 8%。

公告明确扩大进项税抵
扣范围，将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纳入抵扣范围，同时将纳税人
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由
目前分两年抵扣（第一年抵扣
60%，第二年抵扣 40%），改为
一次性全额抵扣。 此外，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月 31日，允许生产、生活性
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
扣进项税额加计 10%，抵减应
纳税额。

公告同时明确， 自 2019

年 4月 1日起，试行增值税期
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符合相
关条件的纳税人，可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
额， 增量留抵税额为与 2019

年 3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
留抵税额。

相关报道：增值税减税效
应已向消费环节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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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集群
应勇调研时强调把发展集成电路产业作为科创中心建设重要支撑点

本报讯 （记者 孟群舒）市委副书
记、市长应勇昨天在调研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时强调， 集成电路是国之重器。打
造集成电路产业高地，既是国家赋予上
海的重大任务， 也是上海发挥自身优
势、服务国家战略的职责使命。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
话精神，抓住落实三项新的重大任务的历
史机遇，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着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培育龙
头骨干企业， 着力推进重大产业项目，着
力打造功能载体， 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

境，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产
业集群，为助推国之重器实现新突破作出
更大贡献。

安靠封装测试（上海）有限公司是全
球第二大半导体封测服务商 AMKOR 的
独资企业。 下转荩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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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孟群舒）教育部、上
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召开深化上海市教
育综合改革 2019 年度工作会商会议，

回顾总结 2018年进展情况， 研究部署
2019年各项工作。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
长陈宝生，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
出席会议并讲话。

上海市委副书记尹弘主持会议。副
市长陈群汇报了部市深化上海市教育
综合改革 2018 年度工作进展和 2019

年度工作重点。

陈宝生指出，过去一年，上海市教
育在发展中体现时代性、在改革中把握
规律性、在工作中富于创造性、在落实
中增强实效性，又有很多新进展，取得
不少新突破，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进一
步提升。希望上海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导，在落实中央关于教育改
革的重大决策部署上当好“排头兵”、下
好“先手棋”，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推进贡
献上海经验和上海方案。重点要做好八
方面工作：一是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二是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好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 三是服务好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促进长三角教育一
体化。四是落实好《国家职业教育实施
方案》，培养产业急需的高技能人才。五
是加强家庭教育， 引导树立优良家风，

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六是减
轻教师不合理负担， 引导静心从教，重
振师道尊严。七是持之以恒减轻学生过
重的课业负担，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营
造健康的教育生态环境。八是深化教育
评价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
棒问题。

应勇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教育部
长期以来对上海尤其是教育工作的关
心、支持和帮助。 下转荩5版

蔡奇陈吉宁率北京市代表团来沪考察访问 李强应勇陪同并交流座谈

形成京沪同频共振相互促进生动局面
携手在服务好落实好国家战略中促进两地共同发展 李伟吉林殷一璀董云虎尹弘出席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谈燕）3 月 20 日至 21

日，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市长
陈吉宁率领的北京市代表团，在上海市委书
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的陪同下在
沪考察访问。昨天下午，两地举行北京·上海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座谈会。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市政协
主席董云虎、市委副书记尹弘，北京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主席吉林出席座谈
会。

李强代表上海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市
政府、市政协，对北京市长期以来给予上海
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 他说，

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 是全国的政治中
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

心，一直是上海对标、学习的榜样。近年来，北
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用实际行动回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
个重大课题， 经济总量和发展质量同步提高，

历史风貌保护与城市品质提升相得益彰，政府
职能转变的“减”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增”成效
明显，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取得令人钦佩的好
成绩。北京同志主动作为、真抓实干，在推动城
市更新、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基层
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创造了很多好经验好
做法，值得上海认真学习。

李强说，上海与北京交往源远流长，情谊
深厚。 两地未来发展有着很多共同的话题，承
担着共同的任务，合作空间非常广阔。北京和

上海都是国家明确的科技创新中心，都承担着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任务，是世界银
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选取的两个中国样本
城市，在推动重点产业发展、城市精细化管理
等很多方面都需要相互对接、相互支持。

李强说，上海要主动与北京进一步深化交
流、加强合作，努力形成同频共振、相互促进的
生动局面。在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
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加强经验交
流和学习互鉴。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加强
相互配合。在推动科技创新上，探索形成更多的
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共同增强创新策源能力。

在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上，围绕城市设计、旧区
改造、垃圾分类、背街小巷等方面深入交流、分
享经验。希望两地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不断拓

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携手在服务好、落
实好国家战略中促进两地共同发展。

蔡奇感谢上海市委、 市政府和上海人民
长期以来对北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指出，

近年来， 上海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
神，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各方面事业都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感到由衷钦佩。北京
和上海同是超大城市， 在发展阶段、 改革开
放、科技创新、金融业发展、城市规划建设、城
市治理、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面临相同课题。

上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
行者”，在许多方面都领全国之先，值得北京
认真学习。 下转荩5版

习近平离京开启欧洲之行
对意大利共和国、摩纳哥公国、法兰西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北京 3月 21日电 3月 21日， 国家主席
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
拉、摩纳哥公国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法兰西共和国
总统马克龙邀请，对上述三国进行国事访问。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
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
峰等。

特斯拉工厂吊装屋顶网架
建设者在吊装钢结构屋顶网架。当日，位于临港的特斯拉超级工厂项目（一期）

两组钢结构屋顶网架吊装顺利完成。钢结构主要由 95根矩形框架柱和钢网架屋面
组成，网架采用螺栓球＋焊接球节点的正方四角锥形式。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

深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改革

“22条”为上海口岸“提效降费”

本报讯 （记者 李晔 吴卫群）上海将在上海口岸
全面推行“提前申报”“提前换单”作业、建立“提前申
报”容错机制、全面实施集装箱设备交接单无纸化、落
实口岸降费目标等 22条改革措施， 持续提升上海跨
境贸易水平，营造更加稳定、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营
商环境，这是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得的信息。

市商务委（市口岸办）副主任武伟介绍，去年世行
营商环境指标中“跨境贸易”一项，中国排名在全球
190多个经济体中从第 97名上升到第 65名。今年，市
商务委（市口岸办）会同市发展和改革委、市交通委、

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海关等单位共同制定
《上海口岸深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改革若干措施》，共
22条 6个方面，重点围绕各界普遍关注的上海水运口
岸“提效降费”实际情况，突出了跨境贸易边境手续办
理“前推后移”、单证精简、 下转荩7版
相关报道：单一窗口服务质量用户可点评 刊 2版荩

我的副刊“第一篇”，是上世纪 70 年
代当知青时得的。

1972年春，我从杭州到北大荒鹤立河
农场下乡已过去两年多。那年 4 月，我从
菜园队调到了二分场“郊外”的砖瓦厂。由
于压砖压瓦需要三班倒，下了夜班后白天
睡觉，砖瓦厂就在距工地一里远的地方建
了两排知青宿舍，隔成三五人一间的小宿
舍。我和两个鹤岗女生住一个屋子。

她们有时候倒班，不在宿舍里，我一
个人觉得安静极了，蕴藏心里已久的写作
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下工后一有闲
空，我就埋头看书，写信记笔记。屋子里除

了炕就是窗台，没有桌子，我都是趴在炕沿
上或是箱子上写字。但有一天出门，我眼前
忽然一亮， 发现一只被人丢弃的小炕桌，是
那种非常粗糙简陋的临时小桌子，桌面坑洼
不平，四条腿的木柱都带着毛刺，还有些摇
晃。我惊喜万分，把它捡回来收拾干净，找到
一块硬纸板垫在桌面上， 又铺上一张画报
纸，上有鲁迅先生画像。再找来一块透明的
薄塑料布，抻平了把桌面包上，用图钉按紧，

一张朴素干净的小炕桌便改造成功了。

我在这张小桌子上开始写作练习。每天
凝视鲁迅先生严肃的面孔，觉得就像面对一
位严格的老师， 给予我一种无形的约束力。

记得夏天下大雨，屋顶漏水，雨水从天花板
渗下来，滴在我的小桌子上，一滴一滴洇入
画报纸，把鲁迅先生的“头发”都打湿了。

那一年冬季，我随连队知青去小兴安岭
林场伐木，竟然有了按质按量发放的计件工
资和奖金。我的第一篇习作、小小说《灯》，就
是那年夏天写的。

《灯》的故事很简单：知青电工小江担心
被人说成走“白专道路”，平时不认真学习电
工技术。一天晚上修配厂突然走火停电，他束
手无策，连脚凳都不会用，灯杆也爬不利索，

检查不出问题在哪里。这时候指导员出现，迅
速扑灭了火，又很快查到症结：正是小江前一

天干活方法不对，导线相通引起短路，导致了
事故……指导员语重心长地对小江说： 我们
工人阶级想要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 就要永
远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拉开总闸，灯
光照亮车间，也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稿子写得很快， 写好后我修改抄写一
遍，寄给已“被解放”恢复工作，在上海“出版
革命组”当编辑的任大霖老师。上世纪 60年
代他曾担任《少年文艺》主编，1961年我小学
五年级时，在《少年文艺》发表了第一篇“少
年习作”《我们学做小医生》， 他曾写信鼓励
过我。“文革”他还在被审查中，我曾从杭州
去上海看望他，他惊讶地说“原来抗抗是个
女孩啊”。1969年我去东北下乡后，一直坚持
给任老师写信， 报告劳动生活情况。 我把
《灯》寄给他，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具体指导。

我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 说稿子没什么毛
病，已转给《解放日报》副刊编辑了，等他们
的审稿意见吧。 下转荩5版

我和《解放日报》 征文

我的副刊“第一篇”
张抗抗

政变 5年后首次大选
泰下议院将重新洗牌

泰国民调显示选民积极性高，

一党独大局面可能被打破

导读

刊 8版荩

特色课程不是“浇头”

而是要提升学习质量
上海“强校工程”遴选 128所初中

作为实验校，结合“双名工程”打造家
门口的好学校 刊 6版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