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务局详解
契税立法的变与不变

《晓得啵罗》是由国家税务总局
湖南省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长沙
市税务局共同打造的短视频系列，
实时为您带来最新最热的税闻播
报，了解税收，学习税法，税收资讯
尽在掌握。8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召
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城市维护建设
税法、契税法两部税法。契税法究
竟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有哪些和我
们息息相关的内容？扫码看视频，
与您一起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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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遇山羊
想聊天它一脸冷漠

近日，国外一名网友开车时在
马路边发现一只老山羊，于是前去
和它“打招呼”。

只见他学着山羊的叫声向它问
好，山羊也回应了他。

就这样“聊”了两个来回，老山
羊似乎听到了什么它不高兴的“话
语”，似乎不想再继续理他，它转过
头，对这名网友不理不睬。

网友“嗯第点赞”评论说，“这是
遇到上帝派下来的使者了，估计会
长命百岁”。

趣味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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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下载ZAKER潇湘，看更多精彩

提供新闻线索奖金30-1000元

微博报料：@潇湘晨报

ZAKER潇湘 晨视频

项目缓慢
单位获颁“蜗牛奖”

近日，在浙江缙云县 2020 年项
目推进点评会上，县水利局水政科、
县舒宁医院迁建项目专人专班攻坚
组因推进改革、项目工作缓慢，被书
记县长颁发“蜗牛奖”。两家相关单
位负责人从县委书记、县长手中接
过“蜗牛奖”奖牌。全场干部严肃认
真，默默地注视着领奖者。被认定
为“蜗牛奖”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不
仅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曝光，还要
被扣除综合考核分和月考核奖金。
自设立以来，已经颁发了四次。

早安
湖南

晨报微博 排行榜

女孩洪水中救出男友心爱的高达

近日，重庆鱼洞，一女孩在洪水中划船破窗救出男友心爱的
高达，“我会游泳，他不会”。当被问及平时如何互动时，女孩说：

“我喜欢的事他陪我做，他喜欢的事我陪他做，这样可以保持爱
情的新鲜感。”网友：很感动，但是安全第一哦。

8月20日12:18
潇湘晨报

七旬奶奶用旧衣改造时装

今年70岁的蒙古族奶奶其其格目前随儿子租住在北京郊区，
平时喜欢动手将旧衣服改造成时装。据其其格介绍，年轻时候的
她常去书店买时装书，照着书上的样式和教程自己做衣服。儿子
小时候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平时还会将儿子不穿的衣服拿来改。

8月20日11:47
潇湘晨报

夏橘年：爱的魔力转圈圈……

小鹿溪水旁：心灵手巧还漂亮的奶奶，点赞！

【中 】

【右 早安湖南还没来】

加强汛情研判
科学用兵精准用兵
习近平在听取军队参与防汛救灾情况汇报时强调，
发扬连续奋战作风，切实完成防汛救灾后续任务
A02

民贷利率
红线下调
最高法发布新规，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
护上限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4倍，目前为15.4%
A03

照顾患癌母亲
女孩清早起床做饭
A04

百万年薪招聘
要求以房产做抵押
A07

商务部：中美双方
已商定将于近日举行通话

据新华社电 在商务部 20日举行的网上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有报道称，据一位知情
人士透露，美国和中国计划重新安排在上周末推迟
的贸易会谈，此次会谈目的是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签署六个月之际评估进展情况。据称，虽然这次会
谈的日期尚未确定，但很快就会举行。商务部有何
评论？针对记者提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
示，双方已商定将于近日举行通话。

又讯 高峰 20日在回应关于“TikTok被封杀”
的问题时表示，敦促美方摒弃错误做法，停止对中
国企业的无端打压，多做有利于中美两国经贸合作
和人民福祉的事情。

发布会上，高峰说，一段时期以来，美方动辄以
所谓“国家安全”“国家紧急状态”为由，限制甚至禁
止中国企业在美国开展正常的投资经营活动，以莫
须有的罪名对中国企业施加交易禁令，毫无事实和
法律依据，严重损害企业的正当权益，严重违背市
场经济基本原则。美方的制裁打压，无疑会动摇投
资者在美投资的信心。

高峰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
作为政治工具、泛化和滥用安全审查的做法，中国
政府维护本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湘潭郴州跨境电商试验区方案印发
本报综合 省政府日前下发了通知，印发《中国(湘潭)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中国(郴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实施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实施。省政府网站8月20日公
布了这则通知。

根据方案，湘潭将搭建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产业集聚园
区平台、服务农村发展示范平台。构建跨境电商信息共享、金融
服务、智能物流、信用评价、统计监测、风险防控和人才培养七大
体系。将湘潭综合保税区打造成面向湖南中西部地区重要的跨
境商品物流分拨中心、仓储中心、转口贸易中心和跨境电商创新
发展先行区；将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
打造成跨境电商零售企业集聚区；将湘潭天易经济开发区、湘乡
经济开发区打造成跨境电商服务农村发展示范区；在韶山市建
设中国(韶山)跨境电商进出口展示交易中心。

郴州将建设跨境电商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和线下园区平台，
构建跨境电商信息共享、智能物流、金融服务、信用管理、统计监
测、风险防控、品牌营销和人才服务八大体系。打造以郴州综试
区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电商副中心物流基地、分拨中心、
总部基地和创业基地。至 2023年，实现“6510”跨境电商发展目
标，即完成跨境电商 6大创新模式试点，引导跨境电商各类市场
主体向郴州集聚，引进和培育 5家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实现跨境
电商年进出口额 10亿美元以上，进一步提升跨境电商对全省经
济发展的贡献率。

冬奥村运动员样板间
这是 8月 20日拍摄的北京冬奥会延庆冬

奥村运动员样板间。
当日，北京冬奥会延庆冬奥村样板段亮

相。据介绍，延庆冬奥村按照计划将在今年
年底实现完工，于2021年8月达到赛事接待条
件。延庆冬奥村是按照中国北方山村文化特
色设计的一个运动员村，赛后将作为休闲度
假酒店向社会开放。 图/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20日，采购规模达数百
亿元的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在
上海开标，并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采购
共有189家企业参加，产生拟中选企业125
家，拟中选产品191个，拟中选产品平均降
价53%，最高降幅95%。

拟纳入 56个品种、涉及 300多个品规
——第三批国家集采最终有 55个品种采
购成功，药品品种数量接近前两批之和，
备受业界瞩目。在国家医疗保障局等相
关部门组织和指导下，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采购逐步走向制度化、常态化。记者了解
到，与第二批国家集采相比，第三批采购
规则仅做微调优化，最大可中选企业数量
从原来的6家，进一步增加到8家。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

负责人表示，第三批国家集采坚持高质量
标准，仍将通过质量一致性评价作为仿制
药入围的条件。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
采购对患者达到减负担、提质量、强保障
等效果，对医药企业产生降成本、稳需求、
助推广、促研发的作用，既保障了民生，又
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受到人民群众和中
选企业的高度认可和积极拥护。在疫情期
间，群众面临就业和减收压力、企业面临市
场需求和订单不确定性，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的政策效果具有突出意义，有利于更好
地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工作。

以治疗糖尿病的二甲双胍为例，共有
44个企业参与第三批国家集采，开展两个
剂型之间的激烈竞争。全国各省份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组成联盟将会从中选出

优质价廉的多家企业，让患者受益。值得
注意的是，此次集采共有 258个通过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检验的仿制药品申报，体现
了企业“自愿参加，自主报价”的原则，充
分发挥了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
认为，从前二次国家集采总共中标的57个
品种平均降价约 55%来看，第三次国家集
采一次就有55种药物中标，这对未来提高
药企集中度，规范药品流通环节，建立医
保药品的支付标准，改善医院用药目录，
提高患者用药可及性，降低医疗费用起到
了很大作用。对于这些过评中标的药品，
药监部门应继续加强质量控制，医院做好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确保百姓能获得多种
有效治疗的药物，享受卫生改革的成果。

55种采购药品平均降价53%
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开标，超200个仿制药品申报

8月20日晚，四川乐山市五通桥区万宸阅湖郡小区，来自湖南常德的消防员连夜对严重进水的地下车库进行紧急排
涝。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19日派出170名队员，携带28辆救援车辆10艘舟艇，分批出发前往乐山增援，完成排涝、沙石
装袋、人员转运等抗洪抢险任务。 图/陈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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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援四川
湖南170名消防员增援乐山

雷锋家乡倡议
书写新的雷锋故事
A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