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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进行时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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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泥，是一类色彩丰富、具有良好可塑性的粘性泥土玩具。 这两年，市面上又出现了新
型软泥，包括超轻粘土、水晶泥等产品。 它们因颜色丰富、延展性好、风干后不易变形或开
裂而受到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 然而，最新检测显示其中含有过量毒性元素和防腐剂。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丽梅、通讯
员岳瑞轩报道：今年以来，国家税务
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将解决官僚主
义、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税务
部门减负作为“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近期
该局制定《关于解决全省税务系统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若干
具体措施》，加强实事求是、真抓实
干的作风建设， 让基层税务人员把
“减”出来的时间和精力，“加”到切
实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上。

对准“靶心”联合督查
今年以来， 广东省税务局主动

向广东省委省政府汇报， 由 7 个部
门组成减税降费联合调研督导工作
组， 对全省落实减税降费情况进行
联合督查。

联合调研督导工作组选取具有
地域代表性、 今年内未开展督查检
查的 4 个市作为实地调研督导对
象，分别采取查询资料、问卷调查、
明察暗访办税大厅、 走访纳税人等
方式对所在单位财政、 税务部门落
实减税降费政策工作情况进行调研
督导， 其他地市则采取更灵活的书
面自查方式进行督导。

“联合调研督导， 火力更集中，
靶心也瞄得更准。 ”广东省税务局纪
检组的李光昊说。

智能系统为指尖减负
“以前基层要上报的各种文件

资料数量多、途径多、耗时多，接到
报送通知就头痛。 现在，数文系统把

‘三多’变成了‘三省’，让我们省时、
省力还省了心。”9 月初，汕头市澄海
区税务局收入核算股的温秀莲登录
数文智能管理系统，不到 10 分钟就
完成了减税降费自查台账表的填报
工作。

今年，广东省税务局全面梳理要
求基层日常报送的资料报表， 形成
允许报送清单较去年压缩 57%。 同
时，广东税务创新打造“数文系统”，
通过智能化的文件资料管理手段，
减轻基层人员“指尖上的负担”。

广东省税务局办公室的邬佼介
绍，“数文系统”将省局、市局、县局、分
局四级分别需要填写的内容进行清
分， 囊括各种行政类和业务类资料报
表 228 份，使用人数逾 1.3 万人次，切
实便利基层税务干部填报资料报表。

“心声社区”让基层发声
8 月 2 日，广东省阳山县税务局

阳城税务分局的钟文在税务内网平
台上发现了一个新开设的模块———
“心声社区”。

“我们开设这个模块， 是让基层
税务人员可以在里面匿名发帖、自
由讨论，让心里话有地方说、毫无顾
虑地说。 ”“心声社区”“版主”、广东
省税务局办公室的况淑敏说：“不论
是吐槽还是建议， 都是我们提升服
务能力、服务基层的宝贵线索。 ”

“立当下”更得“谋长远”。 广东
省税务局党委委员、 总会计师蒋余
良告诉记者， 今年是各级新税务机
构成立的第一个完整年度， 为提高
工作的系统性和集成化程度， 广东
省税务局以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为基层减负作为抓手， 部署开展规
范化标准化一体化建设工作， 对各
业务线条的岗责体系、 业务流程等
进行全面梳理优化， 推动实现整体
效能提升和高质量发展。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柳报
道：发生于 2017 年的“广州从
化热力发电厂坍塌事故” 曾引
发广泛关注。 广州市番禺区法
院日前对被告人孟广伦涉嫌受
贿罪、 重大责任事故罪一案进
行一审宣判， 决定对孟广伦执
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 并处
罚金 30 万元， 依法扣押的受
贿赃款 260 万元予以没收上
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 年
4 月至 12 月间，孟广伦利用担
任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第七资源热电厂项目（以下简
称 “从化热电厂项目 ”）建设指
挥部总指挥的职务便利， 在该
项目场地平整工程招投标过程
中， 为个体工程承建商黎某
（另案处理） 挂靠广州市第二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中标该工程
提供帮助并约定事后收取好处
费。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间， 孟广伦先后三次收受黎
某贿送的现金人民币共计 60
万元。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上
半年， 孟广伦利用担任从化热
电厂项目建设指挥部总指挥
的职务便利，在该项目的土建
施工总承包工程招投标过程
中，为黎某挂靠广州市市政集
团有限公司中标该工程提供
帮助并约定事后收取好处费。

2016 年 8 月间， 孟广伦两次
收受黎某贿送共计 200 万元。

2016 年以来， 孟广伦先后
担任从化热电厂项目建设指挥
部总指挥及广州环投从化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发包
项目建设施工期间， 身为该项
目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违反
安全管理规定， 明知黎某无任
何资质、系挂靠公司承揽项目，
仍放任其既挂靠公司承揽土建
总承包工程劳务分包， 又挂靠
其他公司承揽土建总承包工程
中的钢结构等专业分包工程；
且对发包项目安全生产协调管
理不力， 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督
促施工、 监理单位落实事故隐
患的整改工作； 明知总包单位
备案项目经理长期不到岗而未
有效督促整改。 其间，黎某将钢
结构工程转包给无任何资质的
曾某，曾某安排黄某等人（均另
案处理）组织工人施工，并在未
制定专项施工方案情况下使用
简易桁架和竹排搭设操作平台
进行高空作业。 2017 年 3 月 25
日 7 时 55 分，该项目垃圾储坑
厂房屋面防腐板安装操作平台
发生高处坍塌坠落事故， 造成
平台上作业人员 9 人死亡、2 人
受伤，直接损失 1065 万元。

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孟广
伦的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重
大责任事故罪。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8 月
份 ，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2.8%，涨幅与
上月相同。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
服务价格同比七涨一降。 8 月
份 ，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7.3%，影响 CPI 上涨约 2.14 个
百分点。其中，畜肉类价格同比
上涨 30.9%， 影响 CPI 上涨约
1.31 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
46.7% ， 影响 CPI 上涨约 1.08
个 百 分 点）； 鲜果价 格 上 涨
24%， 禽肉类价格上涨 9.6%，

鸡蛋价格上涨 3.8%。 此外，鲜
菜价格下降 0.8%，为同比连续
上涨 18 个月后首次转降。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
一降。 其中，其他用品和服务、
医疗保健、 教育文化和娱乐价
格 分 别 上 涨 4.7% 、2.3% 和
2.1%，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
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1.6% 、1%
和 0.7%；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2.3%。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8
月份，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同比下降 0.8%，降幅比上月
扩大 0.5 个百分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 毛泽东提出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的外交方
针， 表达了摆脱屈辱外交的决心和
开展外交工作的基本方略。 朝鲜停
战以后，国际局势有所缓和，新中国
的国际威望逐步上升。 中国政府代
表团先后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
议， 是新中国登上国际舞台的成功
实践。

1954 年 4 月至 7 月，周恩来率
团参加日内瓦会议。 这是新中国第
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
加国际会议。 周恩来进行了紧张的
穿梭外交，经过多方努力，会议达成
《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印度支那
基本恢复和平。会场之外，周恩来利
用一切机会同各国代表团和各方面
人士接触，他真诚、坦率、机智和潇
洒的个人魅力， 给人们特别是没有
和新中国接触过、 原来心存疑虑的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休会期间， 周恩来访问了印度
和缅甸， 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
声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基
本内容是：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
互利、和平共处。这逐渐成为处理国
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1955 年 4 月，周恩来再次率团
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
会议。 参会的一些国家由于对新中
国不了解， 在发言中批评和攻击共
产主义。针对此，周恩来在发言一开
始就明确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
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中国代表
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会上
的紧张气氛因周恩来的发言而改
变。会议最终达成《亚非会议最后公
报》，提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
的十项原则， 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进一步体现和引申。

万隆会议上体现出的团结、友
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掀开了亚非
各国人民和平共处、 反对殖民主义
历史性的一页， 也为新中国赢得了
更多的国际朋友。 （新华社）

广东出台省直单位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新规，省财政厅解读

羊城晚报记者 严丽梅 通讯员 岳才轩

出差在 用餐应交伙食费接待
单位

广东税务局为基层减负出实招
“减”出来的时间“加”到为纳税人办实事上

登上国际舞台

业内人士透露，在现阶段
玩具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的
前提下，部分企业忽视产品中
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为了
追求销量， 片面控制成本，采
用低端设备和原料进行生产
是现阶段软泥玩具质量问题
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专家称 ，从生产的角度
来讲 ，建议企业改善生产工
艺 ，寻找环保安全的原料替
代硼砂 。

针对此次比较试验发现
的问题，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企业应
坚守最基本的安全底线 ，加
紧完善配方， 按照更高标准
进行生产。 同时呼吁有关部
门尽快出台关键指标限量要
求， 填补现阶段软泥产品标
准空白。 （新华社）

由于生产工艺和原料的限
制，市面上大多数软泥玩具还
无法达到食品级的要求。 但
是，一些被检出硼元素迁移量
超标的产品却宣称其产品安
全无毒，有的甚至还宣称其原
料为食品级。

如标称美阳阳牌粘土玩
具，在电子商城上月成交量超
过 9 万件。 其宣传页面中写道
“采用食品级原材料， 并且通

过欧盟质量标准，是妈妈的放
心之选”。 但是本次比较试验
发现，其硼元素迁移量实测值
是标准要求的 1.2 倍。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
营养工程学院朱毅表示，因硼
砂有多脏器蓄积性毒性，世界
上大多数国家都禁止把它添
加到食品当中，所以只要是用
了硼砂，就没有理由宣称自己
是食品级。 （新华社）

为了抑制微生物滋生引起
的产品腐败，软泥玩具企业大
多会添加防腐剂，以延长产品
的有效期。

其中， 异噻唑啉酮类防腐
剂因价格低廉、 效果显著，被
广泛应用于软泥玩具生产。 而
异噻唑啉酮类防腐剂具有致
敏性，过量接触还会导致皮肤
灼伤。

如果对软泥中的防腐剂过
敏， 出现的临床表现可能是手
部接触性皮炎、 湿疹以及荨麻
疹等不同的过敏性皮肤病。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皮
肤科副主任医师郑锦芬介绍，
对于患手部湿疹和接触性皮
炎的一些儿童，医生会问其最
近有没有玩过软泥，得到的回
答常常是“有”。

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最
新发布的软泥玩具比较试验
结果显示 ，17 款软泥玩具中
16 款都检出了硼元素， 且有
13 款硼元素迁移量超过相关
标准要求， 占比达 76%。 其
中，10 款超轻粘土中有 6 款
硼元素迁移量被检出不符合
相关标准要求， 这 6 款样品
分别是： 标称晨光、 得力、培
培乐、贝博氏、新生彩和美阳
阳牌超轻粘土。 此外，本次采
样的 7 款水晶泥硼元素迁移
量全部被检出不符合标准要
求， 不符合率为 100%。 这 7
款水晶泥分别是：标称亲子企

鹅、智高、爱松利、高佳多、美
术王国、彩陶公主和博士爱牌
水晶泥。

按照欧盟相关标准要求，
水晶泥中硼元素迁移量应不
大于 300mg/kg，而标称彩陶
公主牌和标称美术王国牌样
品硼元素迁移量分别是标准
要求的 13.5 倍和 13.9 倍 。
据了解，为了增加软泥玩具的
延展性，国内市面上大多数产
品中都会添加硼砂。

硼砂 ， 化学名为四硼酸
钠，工业上用途广泛，可用作
生产清洁剂、杀虫剂等日化产
品。 硼砂因具有较强毒性，人

体若摄入过多，可引发多脏器
蓄积性中毒。 我国明令禁止在
食品中添加硼砂。

医学专家称，软泥中添加
的硼砂，可通过儿童破损的皮
肤、 口腔黏膜或经消化道被
人体吸收 。 已知研究表明，
成人摄入 1g 到 3g 硼砂即
可出现急性中毒症状； 婴儿
摄入 2g 到 5g 硼砂可导 致
死亡。

硼砂吸收快、 代谢慢，除
了急性中毒之外，长期接触或
过量摄入还可造成儿童消化
系统、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
蓄积性中毒。

部分防腐剂超标可致过敏

虚假宣传称达到“食品级”

尽快出台要求
填补标准空白

8月全国CPI同比上涨2.8%
畜肉类价格同比涨 30.9%，鲜菜价格 19 个月来首降

羊城晚报讯 记者戴曼曼
报道： 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又进一步！ 10 日，国家外汇管
理局在其官网宣布， 经国务院
批准， 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取
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以下合称 “合格境外
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

据悉， 合格境外投资者制
度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最重要
的制度之一。 自 2002 年实施
QFII 制度、2011 年实施 RQFII
制度以来， 来自全球 31 个国
家和地区的超过 400 家机构
投资者通过此渠道投资中国金
融市场。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
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此次

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
额度限制， 是深化金融市场改
革开放、 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
的重大改革， 也是进一步满足
境外投资者对我国金融市场投
资需求而主动推出的改革举
措。下一步，国家外汇管理局将
立即着手修订相关法规。

今后， 具备相应资格的境
外机构投资者， 只需进行登记
即可自主汇入资金开展符合规
定的证券投资， 境外投资者参
与境内金融市场的便利性将进
一步提升， 中国债券市场和股
票市场也将更广泛地被国际市
场接受。

此次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
投资额度限制，RQFII 试点国
家和地区限制也一并取消。

国家外汇管理局：
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限额

据新华社电 为了加强网
络生态治理， 维护良好网络秩
序，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 构建天朗气清的
网络空间，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 10 日就《网络生态治理规
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明确， 网络信
息内容生产者禁止制作含有违
反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散布
虚假信息， 扰乱经济秩序和社
会秩序的；散布淫秽、色情、赌
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
犯罪等内容的违法信息。

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
制作含有带有性暗示、性挑逗、
性诱惑的；展现血腥、惊悚等致
人身心不适的；宣扬炫富拜金、
奢靡腐化等生活方式的； 过度
炒作明星绯闻、娱乐八卦的；使
用夸张标题， 内容与标题严重
不符等内容的不良信息。

对于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
台， 征求意见稿提出应当切实
履行网络生态治理主体责任，
加强本平台生态治理工作。 网
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采用个性
化算法推荐技术推送信息的，
应建立健全人工干预机制，建

立用户自主选择机制。 同时，还
应当在首页、账号页面、信息内
容页面等显著位置设置便捷投
诉举报入口。

关于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
用者，征求意见稿要求，在以发
帖、回复、留言、弹幕等形式参
与网络活动时， 积极弘扬正能
量，不得复制、发布、传播违法
信息，自觉抵制不良信息。 不得
利用网络和相关信息技术，实
施侮辱、 诽谤、 威胁以及恶意
泄露他人隐私、 散布谣言、人
肉搜索等网络侵权、网络暴力
行为，侵害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合法权益。 此外，还规定不得
通过人力或者技术手段实施
流量造假、流量劫持以及虚假
注册账号、 批量买卖账号、操
纵用户账号等行为，破坏网络
生态秩序。

“网信部门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 会同有关部门建立
健全网络信息服务严重违规失
信联合惩戒机制。 ”征求意见稿
还指出， 对严重违反规定的网
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 网络信
息内容生产者和网络信息内容
使用者依法依规实施限制从事
网络信息服务、网上行为限制、
行业禁入等惩戒措施。

《网络生态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拟规定：

算法推荐应给用户自主选择权

广州从化热力发电厂坍塌致 9 死 2 伤案宣判

收260万元助人无资质揽工程
项目总指挥一审获刑六年半

《通知》明确，广东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出差
人员（以下简称“出差人员”）出差期间，按规定领取伙
食补助费。 除确因工作需要由接待单位按规定安排的
一次工作餐不用交纳伙食费外， 出差人员用餐费用自
行解决。 出差人员需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用餐的， 应提
前告知控制标准，并向伙食提供方交纳伙食费。

在单位内部食堂用餐，有对外收费标准的，出差人
员按标准交纳； 没有对外收费标准的， 早餐按照日伙
食补助费标准的 20%交纳，午餐、晚餐分别按照日伙
食补助费标准的 40%交纳。 在宾馆、饭店等餐饮服务
单位用餐的， 按照餐饮服务单位收费标准交纳相关费
用。 出差人员如无需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用餐的， 可选
择自行解决用餐。

据省财政厅介绍， 按现行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
位差旅费伙食补助 100 元 / 人 / 天的标准， 早午晚三
餐应分别按照 20 元、40 元、40 元交纳费用。

《通知》提出，出差人员出差期间按规定领取市内
交通费。 接待单位协助提供交通工具并有收费标准
的， 出差人员按标准交纳， 最高不超过日市内交通费
标准； 没有收费标准的， 每人每半天按照日市内交通
费标准的 50%交纳。

对此，省财政厅介绍，按现行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
单位差旅费市内交通补助标准，每人每日最高交纳 80
元，每半天交纳 40 元。

接待单位提供交通工具
每人每日最高 80 元

《通知》明确，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用餐、
提供交通工具的，出差人员应索取相应行政
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或税务发票等
凭证。

省财政厅解释，因出差人员已领取差旅
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补助， 上述凭证不作
为报销依据，个人保存备查，既强化个人责
任，又解决财务人员审核难、报销手续繁琐
的问题，避免既领取相关补助又再报销相关
费用。

出差人员应索取相应凭证
但不作为报销依据

《通知》提出，接待单位应按规定收取出差
人员相关费用， 及时出具行政事业单位资金
往来结算票据或税务发票； 确实无法出具上
述凭证的，可出具其他收款凭证。 加强收取费
用管理，做好业务台账登记，纳入统一核算，
所收费用可作为代收款项用于相关支出或作
收入处理。

省财政厅表示，上述规定解决了此前接待
单位不愿收、不敢收及凭证出具和账务处理不
明晰、不规范的问题。 在具体操作上，可按照
《关于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问
题的补充通知》中有关要求，接待单位收取的
伙食费、市内交通费用于抵顶接待单位的招待
费支出、车辆运行支出等接待相关支出。

接待单位按规定收费
并及时出具凭证

出差早中晚三餐
分别按20元、40元、40元交费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委

机关事务管理局、广东省人民
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日联
合印发《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
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

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细化明确差旅
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交
纳标准及管理要求，规
范接待单位开具凭证及
收取费用管理。 相关人

员应如何准确理解
和执行《通知》？ 10

日，广东省财
政厅就多方
面执行问题
进行解读。

孩子爱玩的软泥可能有毒
17 款产品中 13 款检出硼超标，其中不乏知名品牌

过量添加硼砂可引发中毒

建议

制图：温亮

各种软泥产品备受小朋友喜爱 视觉中国央视报道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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