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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世界肉桂看中国，中国肉桂看罗定”之
称的“罗桂”牌肉桂皮是广东省名牌产品。 南药种
植区得天独厚， 罗定税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力推
南药产业发展， 决心打造华南地区最大的中药提
取产业集聚区和世界肉桂产业之都。

目前，南药种植面积达 38.79 万亩，品种包括肉
桂、八角、巴戟、沉香、广佛手、广藿香等，年产量达
4.97 万吨。 近期，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九批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云浮市有 2 个镇和 1 个村上
榜，分别是罗定市榃滨镇（肉桂）、罗定市龙湾镇棠棣
村（南药），充分反映了罗定种植南药的成效。

罗定市税务部门深入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推出优
化税收营商环境助力本地南药产业发展的“组合
拳”，为全面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积极努力。

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让南药经营主体办
税更省事。 一是大力提升发票申领便利度，自
2019 年 7 月份开始，推广使用网上代开增值税电
子普通发票，采用“线上申请 + 自助缴税 + 自助
出票 + 自动推送”的全程自助新模式，实现纳税人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代开电子发票。 二是加
快推进商事改革，优化纳税人在开办、注销环节办
理程序，推进商事改革工作。 三智能化申报，实现
主附税集成申报，申报增值税、消费税后会自动跳
转申报附加税，实现一次性完成主附税申报、发票
数据“一键采集”申报功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网
页版“一键申报”等自动生成数据，简化步骤。

在简化办税流程缩减办税时间上做“减法”。
推行“最多跑一次”、套餐式服务、主税附加税费
一次联动办理、实名认证一步式完成等业务，通过
简并流程、精简资料，纳税人办税时间从最长办税
时间 59.1 分钟下降至 20.3 分钟，简易便捷办税新
模式，纳税人满意率达 100%。

着力降低税费成本， 让南药经营主体发展更
省事。 一是建立减税降费专项工作联动机制，开展
“百千万”减税降费攻坚落实行动。 二是推进信息
共享加快“线上银税互动”推广步伐。 与 7 家商业
银行签订“银税互动”合作协议。 同时，将纳税信用
信息推送范围由纳税信用 A 级纳税人名单拓展至
A、B 级企业名单，加大“银税互动”覆盖面，加大
守信激励力度， 针对南药产业经营主体抵押品不
足的问题，支持协助银行推广税银贷款产品，截至
第三季度， 全市银税互动累计放贷近 5000 万元，
惠及 25 户南药企业。

加强诉求响应，让南药产业经营主体更省心。
采取“线上 + 线下”“全覆盖 + 精准滴灌”的辅导
方式，组建党员先锋队、税务青年助企团和志愿服
务队，深入税户“一对一”开展上门辅导，确保政策
推送更精准、纳税服务更高效。 第三季度，该局走
访南药公司和合作社纳税人共计 49 户次，召开纳
税人座谈会 9 场。 (钟少兰 )

“以前村里有赌场，还有吸毒的，
偷东西的人也多……现在这些乱七八
糟的事很少了。 ”茂名市鳌头镇鳌头村
委书记吴鹤寿说， 以前大家都怕抢劫
犯、吸毒仔，晚上 9 点左右街上基本见
不到人，现在经常看到警察巡逻，心里
很踏实，也敢深夜上街吃夜宵。

鳌头镇群众宗族观念强，黑恶势

力及各类矛盾纠纷较为突出，且吸毒
人员较多，有些村内甚至长期有人开
设赌场，经常发生村民阻挠政府机关
执法等乱象，群众安全感系数低。 如
今村民对治安赞不绝口，得益于茂名
市公安局直属侦查五大队驻扎。

2019 年 3 月， 直属侦查五大队
驻扎鳌头镇后，有针对性地打击涉黑

恶、涉枪、涉毒、涉赌等农村各类突出
违法犯罪活动，彻底扭转治安形势严
峻的局面。经过半年有针对性的打击
整治，截至 2019 年 9 月，鳌头镇刑事
发案警情同比下降 47.6%；治安警情
同比下降 53.96%； 涉毒同比警情下
降 68.75% ； 涉 赌 警 情 同 比 下 降
84.4%。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晓旭、 通讯
员陈芯报道：12 月 4 日，深圳市住建
局对外公布该局编制的《建设工程建
筑废弃物排放限额标准》和《建设工
程建筑废弃物减排与综合利用技术
标准》， 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提出了建
设工程建筑废弃物排放限额指标，明
确了建筑废弃物减排与综合利用技
术措施。

记者了解到，《限额标准》 作为国
内第一部对各类建设工程产生的建筑
废弃物提出具体排放限额指标要求的
技术标准，遵循“倒逼排放减量、鼓励
综合利用”的原则，构建了工程渣土、
拆除废弃物、施工废弃物、装修废弃物
等四大类建筑废弃物排放限额指标体
系。 在保证工程项目建设不受太大影
响的前提下，引导深圳市建筑工程、道

路桥梁工程、轨道交通工程、市政管线
及综合管廊工程、园林工程、水利工程
等六大类建设工程，在规划、设计、施
工各阶段优化方案以减少建筑废弃物
排放。同时，通过将综合利用产品应用
纳入限额指标考虑因素， 以激励综合
利用产品的全面推广应用。

在源头减排方面，《限额标准》提
出竖向规划设计应充分利用场地原始

地形地貌， 合理规划布局以减少土
（石）方开挖量，尽可能实现场内平衡；
施工图设计应明确建筑废弃物控制计
划和减量措施， 从源头减少建筑废弃
物的产生量。在综合利用方面，明确各
项工程综合利用产品使用部位及使用
数量，指导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在满
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使用
综合利用产品， 并对综合利用产品使

用情况提出了检验与验收的要求。
为保障两项标准的落地实施，即

将发布的《深圳市建筑废弃物管理办
法》规定建设工程实行建筑废弃物排
放限额制度，并设置了排放核准。 主
管部门在审核排放申请时，应对建筑
废弃物排放数量是否符合 《限额标
准》进行审查，拒绝任性排放的极端
设计方案。

罗定税务部门
优化营商环境

力推南药产业发展
建筑废弃物排放须先核准深圳发布全国首部建

筑废弃物排放限额标准及
减排与利用技术标准

“ ”在基层 侦查大队驻镇治乱
茂名探索警务改革，高效打击治理农村治安乱象，成效明显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全良波
通讯员 王其章 李仁娟 赖碧怡

2016 年，茂名市公安局
面对基层警务薄弱、 沟通协
作不畅、 公安业务弱化等实
际问题， 积极实践探索警务
改革，实施机关“瘦身”，推动
警力下沉，破除公安体制化、
机制化弊端。 12 月 1 日，记
者走访茂名市公安局辖区的
角角落落，通过采访发现，经
过三年体制改革， 茂名全体
民警齐心协力，砥砺前行，警
务改革取得斐然成绩， 体制
运行取得良好效果， 人民平
安感不断上升。

茂名市每万名人口警力配置不
到万分之六， 如何科学配置警力成
为茂名公安队伍亟须解决的重大课
题。 茂名市公安局全面强化派出所
基础防控主业， 提出建设派出所警
务新机制， 用现代思维和科技手段
为传统警务插上了崭新有力的“翅
膀”，实现了在基层警力“零增长”的
情况下， 社会治安打防管控能力倍
增，社会治安状况持续向好。

通过改革，茂名市各派出所基本

形成“以民为本、夯实基础、作风严
谨”的动态警务模式，工作整体性、联
动性、协调性、针对性大大提升，形成
大治安格局，民警凝聚力、向心力、战
斗力显著提升。 据介绍，新警务机制
制订派出所职责任务清单，将民警像
钉子一样“钉”在基层，激发了基层民
警战斗力，筑牢了社会治安防控的第
一道防线。 今年 1 月至 9 月，全市总
警情同比下降 3.73%，其中刑事警情
同比下降 15.31%。

直属侦查五大队进驻成效显
著， 彰显茂名市公安局将警力集中
到一线的改革成效。2016 年 9 月，茂
名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
长黄果上任伊始， 就不停往返电白
的麻岗树仔两镇， 只为调研出一个
可行的打击电信诈骗模式。 经过 5
个月的调研， 茂名市公安局正式成
立直属侦查一大队， 前移至电白区
树仔镇办公， 以电信诈骗犯罪为主
线，向涉银行卡、涉枪、涉黑恶、涉毒
等突出犯罪进行延伸打击。

直属侦查一大队犹如一把尖刀
插进了电信诈骗犯罪的腹地， 成效
显著。 据统计，2017 年同比 2016 年
电信诈骗警情下降了 91.32%。 2017
年 11 月 29 日， 电白电信诈骗重点
地区被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予以

摘牌。
直属侦查大队促使公安机关打

击、防范、管理、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警务效能明显增强， 走出具有茂名
特色的改革路子。 随后，针对羊角镇
突出犯罪活动，二大队成立；针对电
白区山区片治安形势严峻， 三大队
进驻； 针对滨海新区电城镇涉枪犯
罪，四大队成立；针对鳌头镇涉毒涉
赌，五大队进驻。

茂名市公安局立足实战需求 ，
进一步理顺职责，完善运行机制，开
启了一个警务前移下沉、分点布警、
高效打击治理农村治安乱象的新型
警务模式。 目前， 茂名公安机关近
300 警力布点治安乱象突出乡镇的
有效整治，呈现辐射效应，使茂名社
会治安持续好转， 群众安全感得到
显著提升。

钉

驻镇半年刑事警情降一半A
民警在基层走访

前三季全市警情同比下降C

不到一年电信诈骗“摘帽”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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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众议院中的 “弹劾之
战”仍在继续。 特朗普是否逼乌克
兰总统搞利益交换？听证会已经举
行了十来场 ， 但两党议员各执一
词，互不相让。

弹劾的主战场是美国国会，但因
为事关乌克兰，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
尔·泽连斯基时不时也被牵连进来。
在公开场合泽连斯基都表示，他没有
感受到特朗普给他施加压力。 特朗普
也经常引用他的话为自己开脱。

然而有不少分析者认为 ，由于
乌克兰严重依赖美国，泽连斯基不
可能公开说特朗普的不是，也许他
有苦难言。

12 月 2 日 ， 泽连斯基接受美
国 《时代 》、德国 《明镜 》、法国 《世
界报》等媒体的联合采访。 以喜剧
演员身份从政、今年 4 月份当选为
总统的泽连斯基，竞选时的主要承
诺有改善俄乌关系，劝说普京归还
乌克兰领土，打击腐败等。 这次采
访，记者的问题也主要集中在这几
方面———当然还包括与特朗普 “利
益交换”的问题。

根据 《时代 》杂志网站刊登的
访谈全文， 从泽连斯基的回答中 ，
人们不难感到他的处境非常尴尬，
在回答问题时，他很多话不得不说
得很含糊，不同的人可以做出不同
的解读。

在谈到和普京的关系时， 泽连
斯基称他和普京通话几次， 也取得
了一些成果， 但对于即将举行的有
关乌克兰问题的俄乌法德四国会
谈，他却不敢抱有奢望。值得注意的
是， 当记者问泽连斯基是否相信普
京时， 泽连斯基回答很干脆：“说实
话，我根本不相信任何人。政治可不
像科学，科学有唯一答案，但政治中
总是变数……我不认识这些人 ，不
知道他们的为人。 所以我不相信任
何人。 ”———这个“任何人”当然包括
普京，但是否也包括特朗普？

对美国有什么期望？泽连斯基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美国对乌克
兰的技术、经济和军事援助都很重
要，但美国政府老是给乌克兰贴上
“腐败国家”的标签，是个问题。 他
说，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看美国态度
而行事，如果美国总是说乌克兰是
个腐败国家，那就是像世界传递信
号 ，告诉投资者 、银行 、大公司 “小
心，不要去那里投资”。

实际上 ， 最喜欢说乌克兰是
“腐败国家” 的正是特朗普。 他为

了证明自己扣押对乌援助是为了
促进该国反腐败 ，不断强调乌克兰
是个腐败国家。 泽连斯基的这个抱
怨，应该是给特朗普发信号。

最令舆论关心的 ，是泽连斯基
是否觉得特朗普曾逼他搞利益交
换？ 泽连斯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
说得就更有艺术。他说，“我从来没
有从利益交换的立场出发去和特
朗普总统交谈。 那不是我的事……
我不想让我们看起来像个乞丐。 但
你要理解 ， 我们处于战争状态 ，如
果你是我们的战略伙伴 ，那你就不
能扣押任何东西。 ”

这段话， 被特朗普和他的支持
者解读为， 泽连斯基说没有利益交
换；但反对特朗普的人说，泽连斯基
的意思是他本人没想过利益交换 ，
实际上暗示特朗普想利益交换。

泽连斯基或者有意如此模糊 ，
真实的意思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
好在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认为 ，在
弹劾调查一事上 ，他们已经有足够
的证据 ，因此不会要求乌克兰提供
什么证明 ，更不会要求泽连斯基总
统做什么 。 但有一点很明显 ，在和
美国打交道时 ， 他的地位非常尴
尬，所以说话才模棱两可。

《大西洋 》月刊最新一期的一
篇文章称 ，泽连斯基在和特朗普政
府打交道时 ， 一直没有什么安全
感。 他曾经特别希望美国副总统彭
斯能够参加自己的就职典礼 ，但特
朗普政府却派出能源部长佩里 ；泽
连斯基一直希望能够与特朗普面
对面交谈 ，以此来改变特朗普对乌
克兰的负面看法 ， 但在多次曲折
后 ，却换来特朗普的马仔提出 “利
益交换 ”———只有他公开宣布调查
拜登之子在乌克兰的“腐败行为 ”，
乌克兰才能得到军事援助 ，泽连斯
基才能和特朗普见面。

大概正是因为这些背后的故
事 ，泽连斯基才会说出 “不信任任
何人”的“真心话”。 但夹在美俄之
间的乌克兰 ， 就算不信任任何人 ，
也得硬着头皮和这些人打交道。

尴尬的乌克兰总统“不信任任何人”

韩国检察机关 4 日搜查总
统府青瓦台秘书室，以调查青瓦
台是否参与掩盖釜山市前副市
长柳在洙的腐败嫌疑。检察官怀
疑，前任法务部长官曹国涉嫌叫
停青瓦台对柳在洙的监察。

首尔东部地方检察厅 4 日
赴青瓦台秘书室搜查取证，以
核实青瓦台为何叫停对柳在洙
的特别监察。

柳在洙现年 55 岁， 涉嫌
2017 年出任韩国最高金融监管
机构金融服务委员会主管期间
收受多家金融企业贿赂， 总计

5000 万韩元（约合 4.2 万美元），
包括为他的孩子留学埋单。

青瓦台一度对柳在洙实施
特别监察，没有施以任何惩戒。
那项监察遭叫停。 柳在洙 2018
年出任釜山市副市长。

检察官怀疑青瓦台民政首
席室下设的特别监察小组对柳
在洙的监察因为“特殊原因”叫
停，正在查找叫停“主使”。 4 日
搜查青瓦台是为取得当时的监
察资料和报告。

青瓦台方面暂时没有回应
秘书室遭搜查一事。

为调查柳在洙受贿案，检
察机关 10 月开始搜查韩国金
融服务委员会和数家金融企业
办公地。

柳在洙近期辞去副市长职
务。首尔一家法院 11 月底对他
签发逮捕令， 原因是他可能出
逃或者销毁证据。

一名前任青瓦台特别监察
员今年 2 月举报， 前任法务部
长官曹国和其他前任青瓦台官
员牵扯叫停对柳在洙的监察。

曹国在出任法务部长官以
前是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 他

8 月获得总统文在寅提名法务
部长官，9 月正式就任，其间围
绕他家人的多桩负面新闻持续
发酵， 触发首都首尔大规模集
会。曹国的妻子、女儿和儿子迄
今遭检察机关多次传唤， 关联
利用私募基金逃税、 伪造入学
文件等嫌疑。

韩联社报道，就叫停对柳在
洙监察一事，另外两名可能发挥
决定作用的人是青瓦台前任民
政秘书白元宇和前任青瓦台民
政首席室反腐败秘书朴炯哲。

杜鹃（新华社特稿）

德国外交部 4 日决定， 驱逐两
名俄罗斯外交官， 以抗议俄罗斯方
面不配合德国检察机关调查一名格
鲁吉亚男子在首都柏林遇害。 德国
检察机关指认这桩谋杀案有俄罗斯
或俄罗斯车臣共和国的影子， 遭俄
方否认。

德国外交部 4 日发布声明，认
定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两名外交官
员“不受欢迎”、将遭驱逐，理由是俄
方不顾德方“多次、高级别的持续要
求”、拒绝配合调查一桩谋杀案。

格鲁吉亚男子托尔尼克·K （又
名泽利姆汗·汉戈什维利 ）8 月 23
日前往清真寺做礼拜途中在柏林一
座小公园遇袭身亡，头部中两弹。 托
尔尼克据信支持车臣分裂分子。 多
名德国联邦检察官认定， 有足够证
据表明这桩案件关联俄罗斯或车臣
共和国。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4 日
说，德方做法缘于没有收到俄方“积
极帮助”；她打算下周与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时谈这件事。

法新社以多名目击者为消息源
报道，凶手骑自行车接近托尔尼克，
作案后把手枪放入一个袋子、 装上
石头，连同自行车扔进河里。

凶手随后落网， 德国警方以瓦
季姆·S 称呼他。 调查报道网站“响
铃猫”3 日发布消息， 说凶手遭监
禁，使用另一个名字瓦季姆·尼古拉
耶维奇·克拉西科夫。

按照“响铃猫”网站的说法，克
拉西科夫现年 54 岁，2013 年涉嫌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谋杀一名俄罗
斯商人，同样骑自行车靠近目标。

德国媒体报道， 克拉西科夫受
雇于俄罗斯情报机构。

俄罗斯外交部 4 日回应， 德国
驱逐两名俄罗斯外交官员的决定
“不友好”，“毫无依据”。俄方将采取
“对等举措”。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
斯科夫 4 日否认俄方卷入德方所
述谋杀案，指认德国媒体有意放大
这桩案件。“这和俄罗斯政府有什
么关系？ 这些完全是毫无依据的假
设。 ”

路透社报道， 德国外交部的决
定让俄罗斯与德国等西方国家关系
再度恶化。

包雪琳（新华社特稿）

官员“带病”转岗 韩检察机关搜查青瓦台

多名明星接连身亡
显现韩娱乐圈阴暗面

韩国警方 4 日确认， 演员车
仁河（音译 ）在家中死亡。 他是两
个月内死亡的第三名韩国娱乐圈
年轻明星，前两人疑似死于自杀。

悲剧频现
路透社以一名首尔警官为消

息源报道， 警方 3 日在车仁河首
尔家中确认他死亡， 仍在调查死
因。

车仁河终年 27 岁，2 日在社
交媒体“照片墙”留言“每个人都
小心别感冒”。

车仁河的经纪公司呼吁公众
不要散布有关他死亡的不实消息。

与车仁河情况类似，女歌手兼
演员雪莉 10 月死在家中，雪莉的圈
内好友具荷拉 11 月家中身亡。雪莉
终年 25 岁，具荷拉终年 28 岁。两人
生前遭遇网络欺凌、精神状况不佳。

另一名韩国年轻歌手姜丹尼
尔的经纪公司 4 日发布声明：“姜
最近总抱怨极度焦虑……考虑到
艺人的健康和安全最重要， 决定

让他休息。 ”
姜丹尼尔 23 岁，今年上半年

确诊患精神疾病，3 日在粉丝俱
乐部网站留言， 说受恶意留言困
扰，“希望有人救救我”。

折射风气
多家媒体解读， 韩国娱乐圈

频现年轻艺人死亡事件， 与韩国
娱乐圈风气不无关系。

韩国练习生，即艺人“苗子”
大多十多岁起就接受数年培训，
以争取出道机会。 即便出道也无
法保证走红。 不少韩国艺人受经
纪公司严苛规定束缚，需要节食、
高强度培训并禁止约会， 个别人
被迫签订不公平合同。

韩国精神科主治医师廉泰盛
（音译 ）告诉美联社记者，许多韩
国人依然认为精神疾病“可以依
靠意志力治愈”， 艺人因而难以
就精神困扰寻求专业医学帮助。

在廉泰盛看来，娱乐圈轻生事
件频发，部分缘于韩国艺人从小经

历残酷竞争，同时遭受过多欺凌。

舆论反思
首尔市民金大韩 （音译 ）说，

车仁河的死讯改变了他对明星的
看法，“他们的生活看似光鲜，但
或许正身处痛苦之中”。

52 岁 的 办 公 室 职 员 玛 丽
亚·李告诉路透社记者， 年轻有
才的艺人选择轻生令她心碎，但
她更担心有粉丝效仿。

翰林大学教授洪玄朱 （音译）
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时说，韩国政府
缺乏预防年轻人自杀的可持续办
法，防止悲剧发生的努力非常少。

围绕针对艺人的恶意网络留
言，韩国民意调查机构“真实计量
器”公司 10 月发布民调，近七成
调查对象赞成网络留言实名制。

杜鹃（新华社特稿）

一名格鲁吉亚男子在柏
林遇害，俄罗斯拒绝配合调查

德国驱逐两名
俄罗斯外交官

两个月内去世的三位明星崔
雪莉 （上 ）、具荷拉 （中 ）和车仁河
（资料图片） 视觉中国供图

韩国艺人从小经历残酷竞争，同时遭受过多欺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