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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实行出口退（免）税差别化
管理。对二、三类出口企业在申报退（免）
税时，国税机关将抽取不低于20%和
60%的原始凭证进行人工审核。在第四
类企业申报出口退（免）税时，相关企业
除提供原始凭证外，须同时按规定报送
收汇凭证，国税机关将逐笔人工审核对
应的原始凭证，并对生产企业的生产能
力及有关纳税情况进行核实、对外贸企
业每户供货企业的发票抽取一定比例发

函调查后方可办理退税，且该类企业两
年内不得评定为其他类别。

在日常退（免）税管理过程中，市国税
机关将根据纳税信用等级、是否发生违规
行为、海关信用管理类别、外汇管理分类管
理等级等条件，对出口企业退税进行动态
管理。实施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将
有效引导和鼓励出口企业诚信经营、规范
管理，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出口生态，促进
我市外贸经济发展。!凃贤平 邵辉 左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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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公务员、白领和学生易得胃病，他
们中的大多数人工作压力、学习压力较大。情志
不畅会引发胃病。胃就是人情绪变化的“晴雨
表”。

他进一步解释，肝主疏泄，脾胃主运化腐
熟，肝之疏泄功能正常，有助于脾胃消化吸收。
若因情志不畅，肝之疏泄功能失调，则脾胃运化
功能障碍，从而导致脾胃疾病的发生，常表现为
胃痛、恶心呕吐、泛酸等，称为“肝脾不调”和“肝
气犯胃”。很多胃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频繁的七
情刺激所致，特别是忧思恼怒，引起肝胃不和，
气滞血瘀，气血失调。

欣欣经过心理疏导加服用养肝舒肝中药，

两个星期后症状基本消失。“这种胃病就怕反
复，关键还在于让孩子放下心理包袱。”李保良
建议。

他还介绍，春天是情志病（指因七情而致的
脏腑阴阳气血失调的一种疾病）多发季节，也是
养肝的季节。中医肝病不仅表现为肝脏本身的
毛病，如肝功能不正常、肝区疼痛，还可表现在
胃肠道功能失常、情绪不稳定情志病及眼部异
常等，事实上，不少胃病与肝关系密切，对胃病
的治疗和预防上，既要重视精神与饮食的调摄，
又要注意调肝养肝。一旦患病，更应注意乐观、
开朗，在治疗上配合疏肝养肝方法，恢复肝之疏
泄功能，达到治愈胃病的目的。!周姝 周茜"

实施差别化管理

中国生物航油首次商飞成功
地沟油成航空减排新燃料，较棕榈油更加环保

我们不吃的地沟油，给飞机“吃”了！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记者钱

春弦" 一架由波音 737机型执飞的海
南航空飞机 21日从上海虹桥飞抵北
京，本次航班使用的是新型能源生物航
油，这是我国首次使用生物航油进行载
客商业飞行。

这个航班使用了由中石化从餐馆收
集的餐饮废油转化而来的生物燃料。这
架 737的两台发动机均由 50%航空生
物燃料与 50%传统石化航油混合的燃
料驱动，标志着我国航空业在节能减排
领域进入商业飞行阶段，也将对新能源

应用和绿色低碳飞行的可持续
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波音中国总裁唐义恩表
示，波音很荣幸可以通过与海
南航空和中石化密切合作实现
这一里程碑。“合作伙伴的团
队、远见和对可持续航空的承
诺，正在帮助长期改进我们的
行业和环境。”

海南航空副总裁蒲明说，
今天的飞行很顺利，飞行体验
和以往相比没有差别。海航自

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很高兴今天能够执飞本次
航班，见证中国民航和环境保护
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中国石化新闻发言人吕大鹏
表示：“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
共识，多年来中国石化在生物航
油、生物柴油等生物质燃料的研
发应用方面始终走在国内前列，
充分体现了中国石化持续推进科
技创新、积极践行绿色低碳发展
的郑重承诺。下一步我们将在各

方的支持下，加快推进生物航油的
商业化生产，为共同的蓝天绿水作
出应有的贡献。”

据了解，此次飞行使用的生物
航油由中国石化自主研发，以餐
饮废油作为生产原料，在加氢处
理后与传统航油掺混后得到的混
合油。该航油已经过民航局严格
审查，并完成发动机台架验证和
试飞验证，获得了 1号生物航油
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在保
证飞行安全和效率的前提下可有

效减少碳排放。
在当下雾霾日益严重的环境

下，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生物航油
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50%-80%，
其低碳清洁特性契合可持续发展需
求，且原料资源量大而广，是替代
石化燃料的重要选择。本次航班的
生物航油采用餐饮废油作为生产
原料，较棕榈油原材料更加环保。
可在保证飞行安全和效率的前提
下有效减少碳排放，保护全人类共
同的地球。

不认同南京拆除老城方式
故宫博物院院长：

新华社南京3月21日专
电（记者夏鹏）“文化遗产要靠
法治保驾护航，当前‘法人违
法’较为普遍，应加大惩处力
度，杜绝‘以罚代刑’”。故宫博
物院院长单霁翔20日下午在
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作如此表
述。

位于南京市中山南路颜料
坊地块市级文保单位两进建筑

3月8日遭毁坏。目前，施工单
位被处以 50万元行政处罚，
建设单位被要求开工前对文物
进行全面修复。

单霁翔在演讲中表示，南
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
城，留下的遗存非常丰富，包括
此次遭到毁坏的颜料坊地块上
的南京老城南古民居代表着南
京民俗和地方特色，在旧城改

造后已经范围很小了，此次再遭
损毁令人心痛。

“我不认同南京老城南成片
拆除，搬迁当地住户的改造方
式。”单霁翔说，“简单地认为它的
居住形式落后了，这种态度是消
极的，没有给予作为代表地域特
色的传统建筑的居住形式有尊严
的呵护。”

“处理城市建设和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之间的关系，最重
要的还是通过法治。法治是刚
性的，文物保护不随领导意志
改变。”

单霁翔说，目前，文物保护相
关法规中存在空泛和操作性不强
的问题，执法部门之间权责不清。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言代法、
以罚代刑的情况严重，法人违法
现象较为普遍。

将联合制定中长期规划
京津冀“治霾”

据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韩洁）北京市市长
王安顺21日透露，京津冀将加快推动形成生态的共同体，
下一步将联合制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中长期
规划，共同构建区域生态安全的体系。

王安顺是在21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经
济峰会上说这番话的。

借助近年来一系列减霾、控车、减排、绿化等手段，
2014年北京地区PM2.5浓度下降4%，但这一指标并未完
成去年初北京市政府提出的下降5%左右的目标。

王安顺坦言，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形势严峻
特别是人均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严重，雾霾天气时有发
生。“这些都时刻地提醒我们加大区域的生态保护和建设迫
在眉睫。”
“我们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区域生态建设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需要标本兼治，区域统筹持续推进。”王安顺表示，
下一步北京将继续实施环首都国家工业体系建设等一系列
区域生态建设工程，建立和完善区域生态的补偿机制等长
效制度，与周边地区同向发力治理和建设区域生态，努力让
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

治霾达标奖500万元
四川考核各市州

新华社成都3月21日电（记者董小红" 记者21日从
四川省环保厅获悉，《四川省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激励暂行办
法》正式发布，今年起，四川对各市（州）实施环境空气质量
考核激励制度，每年初各发放500万元治霾激励资金，年
终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市（州），将分档扣收预下达的激
励资金。

该《办法》明确规定：空气质量年度目标任务激励资金
采取“等额预分、据实考核、分档扣收”方式处理，每年初下
达的500万元统筹用于本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次年，
由四川省环保厅考核各市（州）上年空气质量目标任务完成
情况，未完成任务的，视实际完成情况分档扣收，最大扣收
额为500万元。扣收资金，将作为空气质量同比改善激励
资金的一部分，在次年统一清算下达。

罢免仇和代表职务
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决定：

新华社昆明3月21日电 3月20日召开的昆明市第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罢免仇
和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定。

根据决定，鉴于昆明市选举产生的云南省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的有关规定，决定罢免仇和的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职务，并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备案、公告。

由官渡区选出的昆明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仇
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2015年3月19日被官渡区第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罢免。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经
昆明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2015年
3月19日审查，对仇和的罢免符合法律规定，仇和的代表
资格终止。

济南试点“海绵城市”
留住75%雨水

新华社济南3月21日专电（记者周科）逢水即涝，逢
干则旱。为解决保泉、资源利用等问题，济南市今年将在大
明湖兴隆片区试点“海绵城市”建设，留住75%的雨水资源
并加以利用。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

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
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据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介绍，大明湖兴隆片区总面
积39平方公里，涵盖老城区大部分区域，位于地下水补给
区，河流水系多且属于城市水源地，还有较突出的积水内涝
问题，具有建设示范效益。

济南力争实现年地下水补给量由现在的326万立方
米达到647万立方米，城市绿地率由34.8%突破37%，到
2017年实现调蓄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75%。

广东严查路虎缺陷
全覆盖现场调查4S店

据新华社广州3月21日电（记者田建川）针对部分
进口路虎极光汽车变速器故障问题，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21日通报，已通过实施口岸临时风险控制、开展4S店
现场调查、组织专家论证技术方案等措施，依法落实对进口
机动车闭环监管制度。

据介绍，截至21日，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辖区内路
虎4S店共已销售问题进口路虎极光1752辆。其中，615
辆已进行变速箱系统升级，59辆更换了变速箱。

乌克兰大亨带兵占领国企
总统左右为难

有钱有权任性!

乌克兰金融寡头、第聂伯
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伊戈
尔·科洛莫伊斯基 19日深夜
带领一批武装人员占领一家国
有石油企业，意图以强硬手段
把遭解职的盟友官复原职，并
大骂赶来质问的记者。

顶级富豪
科洛莫伊斯基现年 52

岁，是乌克兰第二大银行普里
瓦特银行的联合创始人，经营
产业涉及银行、航空、石油、媒
体等多个领域。根据《福布斯》

杂志发布的富豪排行榜，科洛
莫伊斯基净资产达 30亿美
元，是乌克兰顶级富豪之一。

科洛莫伊斯基同时涉足政
界，担任乌克兰东部第聂伯罗
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

乌克兰议员谢尔盖·列先
科说，科洛莫伊斯基19日深
夜带领一批身着军服的武装人
员占领乌克兰石油运输公司。
这家公司为国有企业，地处首
都基辅市中心。

根据列先科的说法，科洛莫
伊斯基夜抄乌克兰石油运输公

司目的是帮助盟友亚历山大·拉佐
科官复原职。拉佐科原是这家企业
董事会主席，19日突遭解职。

总统尴尬
事发后，乌克兰议会对科洛

莫伊斯基的行为表示不满，多名
议员要求他立即辞职。

路透社说，这起事件恐让乌
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面临
尴尬。波罗申科原是“巧克力大
亨”，和科洛莫伊斯基一样都是先
经商后从政。此外，波罗申科在与
乌东部民间武装对阵中需要科洛

莫伊斯基的支持。
波罗申科20日在一场新闻

发布会上被问及科洛莫伊斯基事
件时，称自己将对其予以“斥责”。

乌克兰总统府网站20日晚
发表声明说，科洛莫伊斯基的行
为“违反职业道德，使其无颜面对
公务员身份”。

曾遭通缉
科洛莫伊斯基因经常批评俄

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而出
名，俄罗斯则指责他公然支持乌
克兰民族主义者。

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去年
6月宣布，根据俄罗斯刑法，该委
员会对科洛莫伊斯基发起国际通
缉，同时遭通缉的还有阿瓦科夫。

俄联邦调查委员会表示，阿
瓦科夫和科洛莫伊斯基组织了一
系列包括杀人、绑架、阻挠记者采
访活动等犯罪行为，俄联邦调查
委员会因此发出国际通缉令。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转基因苹果
土豆可食用

美药管局：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20日电 !记

者林小春 "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20日说，防褐变转基因苹果和防
变黑转基因土豆可以“安全食用”。这两
种转基因食品朝着货架又前进了一步。

美药管局当天发表声明说，已完成
对一种“北极”牌转基因苹果和另一种
“Innate”牌转基因土豆的安全性评估，
评估结果认为它们的安全性与营养成分
同传统苹果和土豆相同。

目前，美国市场上还不存在转基因
苹果和转基因土豆。此前美国农业部已
经批准“北极”牌苹果和“Innate”牌土豆
商业化种植。两家公司则计划两年内进
行小范围试卖，以评估它们在市场上的
受欢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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