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于帅帅 李晓鹏

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以下
简称比港）位于希腊首都雅典西南约10
公里处，自古就是欧洲南大门。希腊人
塔索斯·瓦姆瓦基季斯自16岁起就在比
港工作。40年来，他亲历了比港的兴
盛、衰败和复兴，对比港近年来的巨变深
有感触。

希腊2009年底爆发债务危机，经济
总量大幅缩水，失业率一度攀升到
27.9%。然而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比
港的业绩却直线上升：集装箱码头吞吐
量从2010年的88万标准箱一路飙升到
2018年的490万标准箱，推动比港的全
球排名从第93位上升到第36位，成为
地中海地区第二大港口。

比港的巨变始自中国中远海运集团
的到来。

2008年，中远海运集团通过招标获
得比港2号、3号集装箱码头35年特许
经营权。两年后，中希团队成立中远海

运比雷埃夫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PCT），正式全面接管2号、3号码头的
营运权。2016年4月，中远海运收购比
港港务局 67%的股权，并很快接手经
营，业务从集装箱码头扩展到轮渡码头、
邮轮码头等多个板块。

“出生、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
瓦姆瓦基季斯还记得数年前比港衰败的
景象：原有设备缺乏保养，作为码头关键
设备的桥吊只有4台能勉强工作；大门
被工会围堵，工人不能正常上班；船舶压
港严重，港区门口卡车堵塞长达5公里，
绝大部分船东弃港而去……

看到中国投资者对比港尤其是集装
箱码头的改造成果后，他毅然选择留在
比港并加入PCT。“中远海运接手之前
情况很糟糕，港口的客户服务很差，当我
看到中远海运带来了改变的机会时，我
非常愉快地决定加入。”

瓦姆瓦基季斯回忆说，新管理团队
刚接手时，亟须重振社会对比港的信心，
团队心中只有工作。在与中方管理人员
共同奋斗的那段时间里，他深切感受到
中国人的勤劳和敬业精神，并将这一精
神视作比港新团队屡创佳绩的关键因
素。

他们的勤奋换来了更多的理解和支
持。数据很好地佐证了这一合作给希腊
经济复苏带来的强劲动力：PCT为当地
直接创造2000个就业岗位，其优质服务
体系吸引了全球3大航运联盟成为PCT
的长期客户。

根据比港官方网站公布的最新数
据，比港2018年创收1.3亿欧元，比上一
年增长 19.2%，净利润从 2017 年的
1130万欧元增加到 2018年的 2790万
欧元，增速达147%。

关于未来，瓦姆瓦基季斯信心满

满。2015年年初，PCT开始建设3号码
头西侧。2019年建成后，比港年度操作
能力将达到620万标准箱，将成为地中
海地区最大的码头之一。

“目前我们是地中海第二大集装箱
码头，但我们的目标是第一。”瓦姆瓦基
季斯说。

希腊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哈里·帕
帕索蒂里乌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高度评价中希双方在比港的“双赢合
作”，认为这大大增加了比港吞吐量，让
比港成为地中海地区重要货物枢纽港
口，使双方都获利颇丰，是很成功的合作
项目。

希腊建设重要国际物流中转枢纽战
略同“一带一路”倡议相互契合，中希双
方正努力将比港打造成地中海地区重要
的集装箱中转港、海陆联运桥头堡、国际
物流分拨中心，为中欧陆海快线以及“一
带一路”建设发挥重要支点作用，带动两
国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电信、海洋等领
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让两国人民更多
获益。 （新华社雅典5月6日电）

“我们的目标是第一”
——老员工亲历希腊比港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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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五月的巴尔虎草原春意盎然，在
这充满生机的季节里，按照全国第28
个税收宣传月活动要求，结合新右旗
税收宣传月各项活动的推进情况，新
右旗税务局“落实减税降费，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暨“墨韵税收”书法作品展
活动于2019年4月25日上午在该旗青
少年宫隆重举行。该旗四大班子领导、
宣传部、纪委监委、财政、审计、公检法
的相关领导以及纳税人应邀参加了此
次活动。旗委副书记、旗长布和巴雅尔
出席并发表了讲话。

布和巴雅尔旗长指出，为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减税降费系列政
策，普及小微企业政策红利、增值税

降率等改革举措，创新宣传形式，提
升税务文化建设，旗税务局以第28
个税收宣传月活动为契机，举办此次

“税收宣传书法作品展”，充分展示税
务部门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新思想、
新举措。希望税务部门要以此为契
机，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和“放
管服”改革，优化服务举措，切实提升
纳税获得感和满意度，以更积极的作
为、更优异的成绩为新右旗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活动现场，该旗书法协会的各位
老师通过汉文和蒙文的不同形式伏
案挥毫泼墨近2个小时，一幅幅减税
降费宣传标语的书法作品跃然纸上，

或气势磅礴、或行云流水，并在展板
上进行了悬挂，供大家进行观摩，在
场人员驻足观看，赞不绝口。“减税降
费精准发力 税企携手逐梦前行”

“减税降费 情系草原”……每句标
语都让在场的纳税人感受到了党和
国家政策的温暖，同时税务局工作人
员现场讲解减税降费新政，解答纳税
人的涉税疑问。

此次活动的举办，充分展示了新
右旗税务部门税收宣传各项工作的
新成果，落实减税降费，高质量促进
经济发展的力度，让纳税人实实在在
享受到改革红利，为地方经济发展增
添动能。 (盛英凯 王明明)

“墨韵税收”一场别开生面的减税降费宣传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
柳风。”

没有三月的微寒，没有五月的
燥热，在这个杏花微雨的季节，伴
随着全国第 28个税收宣传月的蓬
勃开展，巴林左旗税务局围绕“落
实减税降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宣传月主题，紧扣党中央、国
务院连续出台的一系列减税降费
政策，近日，在旗图书馆演播厅举
办了巴林左旗税务乌兰牧骑授旗
仪式暨减税降费税收宣传文艺专
场演出活动，助力减税降费政策实
打实、硬碰硬落地。

税务乌兰牧骑才露尖尖角
乌兰牧骑是草原上的“红色文

艺轻骑兵”。为做强减税降费宣传
工作，打造税收文艺宣传品牌，在巴
林左旗文旅局和乌兰牧骑的指导和
帮助下，特别成立了巴林左旗税务
乌兰牧骑。在进行开场舞《天上的
风》表演后，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
式。巴林左旗税务乌兰牧骑以宣传
党的大政方针为根本遵循，紧紧围
绕减税降费优惠政策以及群众现实
生活中面临的涉税问题，编制创作
文艺节目，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
群众感受税收，接受教育，传递党的
声音和关杯。

诗话税收激昂凭古以论今
“岁收俭薄虽中熟，民得蠲除已

小苏。家塾竞延师教子，里门罕见

吏徵租。”中国古典诗词是优秀的传
统文化，诗词里不仅有历史长河的
翻滚奔涌，也有古人“减税降费”后
的喜悦心情。《诗话税收》情景剧，以
古筝曲《渔舟唱晚》现场伴奏，以陆
游的《村居书喜》一诗为切入点，从
古代的税赋诗歌联想到现代的税
收，以古人减征租赋后家家请塾师
教育子弟，联想到现代税法进校园
活动对家庭和社会的辐射作用，从
孩子们朗朗读诗的画面中，体味当
下减税降费给民众带来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减税降费去粗取精“三句半”
确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

根是2019年税收工作的主题，是减
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
举措，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
经之路。为国以聚财，为民而收
税。税收工作不仅要确保税款应收
尽收，更要保证民众对税收政策应
知尽知、应享尽享，让广大纳税人交
明白税、交放心税。为此，巴林左旗
税务局年轻的税务干部们，用他们
精炼的业务本领、洋溢的聪明才智
将减税降费政策凝练成经典的“三
句半”——《春风送暖入辽都》，让国
家的减税降费政策乘着诗意的翅膀
飞入千家万户，飞进千万纳税人和
市场主体的心里！

税收造福百姓迎来家乡美
税收换来大地新，税收带来家

乡美。只有点点滴滴的税款才能万
涓成河，只有大大小小的税收才能
积沙成塔。收税是国策，缴税是光
荣，只有我们携手共进，为国聚财，
为民造福，我们的生活才能越来越
美好。歌曲《游牧故乡》《我们的时
光》，舞蹈表演《天边的草原》，以及
诗朗诵《春天里》，或用歌声，或用舞
姿，或用诗意，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
赞美，抒发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用心耕耘，就能收获果实，播种希
望，就能收获美好。相信只要我们
团结拼搏，我们的税收事业就一定
会蓬勃向前，我们的税收业绩一定
会造福一方！

税意浓浓齐为祖国唱赞歌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技的

创新，国防的强大，都离不开税收。
税收永远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
础，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物质保
证。如果把我们的祖国比做母亲，
那么税收就是流淌在她身上缓缓不
息的血液；如果把我们的国家比作
一匹奔驰的骏马，那么税收就是她
昂首奋进的力量！在《我和我的祖
国》铿锵有力的歌声中，传递着巴林
左旗税务人对祖国的浓浓税意情！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在这最美的季节里，我们共同播下
一颗税收宣传文艺的种子，终究会
收获一片诚信纳税的绿茵！

（王艳青）

草原上的税收宣传文艺轻骑兵
——巴林左旗税务乌兰牧骑授旗仪式暨减税降费税收宣传文艺专场演出

锡林郭勒盟税务局、公安局充分

利用公安派驻税务联络机制，双方密

切协作，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继续

保持打击“虚开骗税”高压态势。近

日，盟税务局和盟公安局在锡林浩特

市联合开展了打击虚开发票和骗取出

口退税违法犯罪宣传活动。

税务干部和公安干警共同向广

大市民宣传打击经济违法犯罪相关

政策，讲解了发票管理、涉税案件举

报、打击发票违法犯罪等相关知识，

积极宣传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解答

广大市民关于识别假发票等方面的

咨询问题。通过宣传，让纳税人知晓

了即使是正常的业务往来，也难免在

日常经营活动中有意或无意的取得

虚开的发票。因此，纳税人要有正确

的风险防范意识与法律常识，在日常

经济往来中要提高警惕性和辨别经

济犯罪的能力，加强对经济犯罪行为

的防范。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税务局和公

安局按照国家四部委“打虚打骗”两年

专项行动的统一部署，不断加大协作

力度，共同部署“打虚打骗”专项行动，

先后成立了 3个税警联合专案组，对

虚开骗税高发地区和行业开展重点专

项整治，严惩专业骗税虚开团伙。税

警合作持续打击涉税违法犯罪活动，

不断地规范经济税收秩序、营造良好

税收营商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助

力双打专项行动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刘俊伟）

锡林郭勒盟税务局与公安局对虚开骗税保持高压态势

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的
2019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
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上，邮储银行
赤峰市分行受到表彰，并荣获自治
区五一劳动奖，是全区邮储银行唯
一一家荣获该奖状的盟市分行。

邮储银行赤峰市分行始终秉承
“普之城乡、惠之于民”普惠金融服
务理念，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助力打
赢“三大攻坚战”，实现了经营管理
工作高质量发展。目前，该行贷款
总量居全区邮储银行前列，贷款不
良率低于当地同业及全区平均水
平，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高度认可，先后荣获赤峰市
农村牧区金融网点建设先进单位、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全国邮政用户满
意企业、巾帼建功集体、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模范职工之家、邮储银行内
蒙古分行突出贡献分行等荣誉。

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方面，邮
储银行赤峰市分行积极跟进地方政
府战略部署，主动围绕重大战略、重
点工程和重要项目，大力支持地方
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居工程，2016年
30亿元“街巷硬化”项目资金成功
落地，也是全区邮储银行第一笔实
现资金落地的PPP业务，支持新建
街巷硬化项目总里程约 18453 公
里，受益嘎查村场 6130个，覆盖全
市 12 个旗县区；2017 年成功完成
了全区邮储银行第一笔棚户区改造

项目贷款，金额 15亿元，进一步提
高了民生金融服务水平，将普惠金
融的触角延伸到城乡的每一个角
落。

截至去年底，邮储银行赤峰市
分行各项贷款余额 90.66 亿元，其
中服务三农三牧贷款结余近 50亿
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75亿元，
实现净增0.72亿元；在金融扶贫方
面，邮储银行赤峰市分行金融精准
扶贫贷款结余4.03亿元，较年初增
长1.39亿元，完成金融精准扶贫贷
款年度净增目标 213.14%，其中个
人精准扶贫贷款结余3.6亿元，净增
近 1 亿 元 ，目 标 完 成 率 高 达
766.47%。 （康建军）

邮储银行赤峰市分行荣获自治区五一劳动奖

减税降费是今年两会政府工
作报告中的大亮点，规模力度之
大在近年来也均属罕见。为进一
步落实好呼和浩特市税务局党委
关于减税降费工作的安排部署，
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托
县税务局结合当前工作实际，集
思广益，上下联动，科学研制减税
降费实施方案，精心策划开展了
系列减税降费宣传辅导活动，为
高质量推进减税降费各项工作提
供了坚实保障。

进入四月份以来，托县税务局
依托税收宣传月和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开启了新一轮的走访调研活动，
全力以赴落实好减税降费工作任

务，在托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赵
亮的带领下，托县税务局的工作人
员近日走访调研了内蒙古金河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等 3户企业，深入生
产一线，根据企业行业特点为企业
宣传讲解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
并采取现场答疑的方式，就企业在
政策理解、开票、申报等环节遇到的
疑点问题逐一解答记录，努力做到
情况在一线了解，问题在一线解答，
减税降费在一线落实，通过“面对
面”走访辅导的形式进一步落实减
税降费政策。

在与企业座谈时，内蒙古金河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谈
道：“这次国家减税降费力度之大超

出了我们的预想，如果企业保持现
在的规模和发展势头，今年将预计
减税 300万元左右，这些省下的钱
将用于继续投资和科技研发，企业
的发展也会上一个新的台阶，税务
人员主动登门送政策、送辅导，为我
们解决经营中的难题，实实在在减
轻企业负担，使我们对企业未来的
发展更有信心了。”

托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赵亮
在座谈中表示托县税务局将继续扎
实推进减税降费各项工作，为企业精
准投送最新政策，用优质服务真正让
税费改革的春风吹遍每一户企业，让
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真正助力全县经
济健康快速发展。 （关文杰）

政策落实加速跑 企业发展增活力
——托县税务局开展新一轮减税降费大走访送政策活动

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彰
显时代精神和青春价值，海拉尔区税
务局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共青团员
到呼伦贝尔市海拉尔第一消防救援
站联合开展五四青年节“共沐改革
风，建功新时代”主题活动。

活动期间，海拉尔区税务局的青
年税干与第一消防救援站的青年消
防员们互相分享在改革中的经验与
切身感受，畅谈青春理想和奋斗故
事。随后共同观看“五四”运动纪念

视频短片，回顾历史，铭记峥嵘岁
月。接着青年税干们在消防员的带
领下参观消防救援站的荣誉室，在动
人心魄的故事与庄严肃穆的锦旗前，
感受青年消防员们近年来在参加各
类火灾扑救过程中的英勇事迹。最
后青年税干们紧随消防员的脚步来
到训练基地实地观摩，并认真学习日
常抢险灭火知识，增强应急救援能
力。

通过本次活动，青年税干们深刻

感受到，五四精神已经成为当代激励
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新时代赋
予青年人新使命、新任务、新征程、新
开始，无论是税务干部还是消防员，
都要在各自的行业中发挥生力军和
突击队作用。下一步海拉尔区税务
局还将开办青年夜校，为青年税务干
部创新、成才、成长营造良好环境，鼓
励大家在传承中聚合力、在创新中谋
发展、在淬炼中展作为，展现时代风
采！ (赵文谦)

海拉尔区税务局举办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活动

连日来，东河区的大街小巷、企
业社区活跃着一群税务蓝的身影，一
场场别开生面的政策宣讲正在如火
如荼地开展。

全员出动，力促“入脑入心”。宣
讲现场针对纳税人提出的问题，政策
宣讲队的业务骨干对减税降费系列优
惠政策进行了重点宣传和解释。据统
计，该局共印制发放宣传资料6大类，
开展集中宣传6次，举办减税降费政策
辅导7期，培训纳税人2680人次。

算清底账，确保“心中有数”。该
局找准政策节点，对每一个政策节点
涉及的纳税人户数、减免税金额做到
准确预测，确保减税降费“心中有数”

“底账清晰”。同时与各重点税源企
业建立税源预测联系制度，为科学准
确进行税源预测和分析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

“牵手同心”，全面提振信心。该
局与东河区工商联在内蒙古鹿王羊
绒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了民营企业座

谈会，近 40 家企业代表出席了会
议。与会企业代表畅所欲言，共收集
12条意见和建议，确保减税降费政
策及时落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是我们今年
的‘一号工程’。”东河区税务局党委
书记、局长马杰表示，下一步，该局将
持续开展减税降费宣传辅导，让减税
降费政策助力企业步伐越迈越轻盈，
越跑越有劲。 （芦婷）

东河区税务局织好减税降费宣传网
算好企业减负收益账

为了进一步加强税收税法宣传
力度，深入普及减税降费知识。4
月 26 日国家税务总局喀喇沁旗税
务局联合辖区诚信纳税企业代表，
紧扣“落实减税降费，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宣传主题，举办了以“融
合党建增活力 减税降费促发展”

为主要内容的知识竞赛和文艺汇
演活动。

活动以融合党建和减税降费相
关知识为考点，组织辖区内的纳税人
代表进行知识竞赛。竞赛结束后，税
企同台表演了快板等文艺节目。让
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增进了对

减税降费知识的理解。
此次活动，以税企互动式、参与

式、体验式的方式，营造了宣传声势、
凝聚了社会共识、形成了工作合力，
充分展现了喀喇沁旗税务坚决推动
减税降费实打实、硬碰硬落地生根的
政治担当和决心毅力。 （申学刚）

税企互动 同台演艺
——国家税务总局喀喇沁旗税务局奏响减税降费主旋律

●不慎将内蒙古晟焱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石旭的《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证书编号：
00414090，注册编号：蒙215101117332）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华社洛杉矶5月5日电 （记
者 谭晶晶）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5
日举行 2018年度“国家优秀自费留
学生奖学金”颁奖仪式，来自洛杉矶
领区的15名优秀学子获奖。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张平在颁
奖仪式上说，“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
奖学金”是中国教育部专门为广大海
外自费留学生设立的奖项，旨在鼓励
自费留学人员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
绩。他勉励获奖学子以此为动力，认
真学习，刻苦钻研，求真学问，练真本
领，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以感恩之心
报效国家，回馈社会。张平鼓励留学
人员继续为增进中美友谊、促进交流
合作添砖加瓦。

获得特别优秀奖的加州理工学
院博士生李磊告诉记者，能获得这份
荣誉不仅是祖国对自己科研成果的
肯定，更是对所有留学生的殷切期望

和鼓励。
获奖留学生导师代表、美国南加

州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周崇武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优秀自费
留学生奖学金”项目在美国高等教育
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加，这也是中国国
力日益增强的体现。

连续16年担任奖学金评委的美
国巴斯托学院终身教授姜镇英告诉
记者，评审专家在选拔获奖者时不仅
考虑其学术表现、创新成果、研究课
题的前沿性等指标，还注重对留学生
社会责任感、领导力、全球视野等的
综合考量。此奖项有助于推动面向
未来的跨国界人才培养，增进中美教
育交流与合作。

“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项目设立于2003年。2018年，共有
164名在美留学生获奖，其中特别优
秀奖7人。

洛杉矶领区
15名中国留学生获颁

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