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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为助力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税务部门发布新
版税收优惠政策指引，从支持贫困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涉农产业发展、激发
贫困地区创业就业活力、推动普惠金融
发展、促进“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鼓
励社会力量加大扶贫捐赠六个方面，实
施了 110项推动脱贫攻坚的优惠政策。

指引明确，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
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农
村电网维护费免征增值税等政策，将优
化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转让土
地使用权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
征增值税，承包地流转给农业生产者用
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税，农村土地、房屋
确权登记不征收契税等政策，将助力贫
困地区增强“造血”功能。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额限额内
免征增值税，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
得税……国家不断加大创业就业政策支
持力度，扩大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范围，加
强对失业人员、残疾人等重点群体或特

殊群体就业创业的政策扶持，有力增强
了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税收政策通过免税、减计收入、准备
金税前扣除、简易计税等多种方式，以农
户和小微企业为重点对象，鼓励金融机
构和保险、担保、小额贷款公司加大对扶
贫开发的金融支持力度。如金融机构农
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金融
机构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小额贷款利
息收入免征增值税等。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优
惠，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有关收入免
征个人所得税等政策，坚持脱贫攻坚与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

企业符合条件的扶贫捐赠所得税税
前据实扣除，符合条件的扶贫货物捐赠
免征增值税，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
或国家机关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个人所
得税税前扣除等政策，广泛引导社会力
量积极参与脱贫攻坚，鼓励社会力量加
大扶贫捐赠，促进社会力量扶贫更好发
挥作用。 据新华社电

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110项税收优惠政策实施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近日，教育
部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联合印发《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
动方案（2020－2022年）》，部署开展 2020
年至 2022年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全面落实校外供
餐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学校食品安
全校长（园长）负责制，切实强化监管，治
理突出问题，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社会共
治。

行动方案提出，校外供餐单位要严格
筛选食品原料供应商，严格执行食品原
料进货查验要求。主动接受监督，向学
校、市场监管部门、教育部门公开食品原
料采购和加工制作信息。定期对大宗食

品原料、餐用具清洗消毒效果等进行检
验检测。学校要制定明确、可操作的校
园食品安全防控要求和食品安全自查制
度、自查计划并严格落实。要以肉蛋奶、
米面油等食品原料为重点，实行大宗食
品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制度。要大
力推进食堂“明厨亮灶”。要建立并落实
学校负责人陪餐制度。要加强学校食堂
承包或委托经营管理。鼓励学校建立先
进的管理体系，提升管理水平。

行动方案要求各地持续加大监督检
查力度和频次，严惩重处校园食品安全
违法违规行为，主动公开查处结果。加
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食堂监管，落实好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守护校园食品安全

四部门将联合开展行动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在 26 日下午
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
发言人徐和建表示，北京境外输入患者清
零，6 月 10 日前北京累计报告的本地确诊
病例清零，但首都防控形势依然复杂，必须
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据介绍，自 6 月 11 日新发地批发市场
发生聚集性疫情以来，北京累计报告本地
确诊病例 280例，目前在院 280例。尚在观
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22 例。25 日最后一例
境外输入病例出院，北京市境外输入患者
清零。6 月 10 日前北京累计报告的本地确

诊病例清零。
“当前首都防控形势依然复杂。此次端

午假期正值防控最紧要关头，稍一松懈可能
前功尽弃，必须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徐和建说，节日期间客流量大，要通过
限流、分流，现场引导等方式避免扎堆聚集。

徐和建表示，首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要持续做好，加大货源组织，保证物流畅
通，满足市民群众生活需求。加大食品安
全工作力度、加强市场监督检查；公园景区
严格预约、限流、错峰等措施；社区加强健
康检测；对重点企业、重点人群动态跟踪管
理，做好后续防疫等工作。

北京境外输入患者清零
首都防控形势依然复杂

新华社石家庄6月 26日电 记者日前
从河北省平泉市警方获悉，2020 年 6 月 22
日 9时许，平泉市双兴家园二期小区有居民
分别拨打 110和网安大队举报电话报警：该
小区一名叫赵某某的 22 岁男子，在微信朋
友圈发布配有检验报告图片的消息，显示
其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平泉市公安局网安大队民警获取微信
截图后，立即与平泉市医院核实，市医院记
录证实确实有叫赵某某的男子做过核酸检
测，但是检查结果为阴性。

当日 10 时，网安大队民警对被检测人
赵某某依法讯问，赵某某承认自己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从北京返回平泉，6 月 17 日到
平泉市医院做了核酸检测，6 月 18 日检测
结果为阴性。

为了和朋友恶作剧，赵某某利用手机
图片编辑工具，将检验报告照片中的检测
结果由“阴性”修改成“阳性”，并配上文字

“我就想问一下，还有救吗？这群人折腾我
一下午了！”发布在微信朋友圈中。经过教
育，赵某某深刻认识到自己发布虚假信息
的危害性，并写下了悔过书。

目前，该男子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
共秩序被平泉市公安局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5日。

河北一男子谎称核酸阳性被拘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中国疾控中
心 26 日在官网公布的《2020 年 6 月北京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展》提到，北京本
次疫情流行的新冠病毒为 L基因型欧洲家
系分支Ⅰ，排除动物病毒外溢和武汉流行
毒株导致的可能性。大规模人群检测结果
提示，与新发地批发市场无关的人群感染
率极低，北京疫情近期有望得到控制。

本次北京疫情的病毒来源是哪里？此
次公布的文件提到，从 1 例 53 岁与 1 例 25

岁的男性病例和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环境
采集的标本中获得的 3株病毒基因分析显
示，北京本次疫情流行的新冠病毒为 L 基
因型欧洲家系分支Ⅰ，该毒株比当前欧洲
流行同型毒株更“老”；可以排除由动物病
毒外溢传染人，也排除今年 4 月前北京本
地传播毒株或武汉流行毒株导致本次疫
情。疫情在新发地批发市场的传染模式，
推测主要为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传播和／
或经物品表面污染的间接接触传播。

对于疫情趋势，文件提到，自 6月 13日
关闭新发地批发市场以来已过 11天、接近
新冠肺炎最长潜伏期，相关暴露人员发病
风险越来越低、其密切接触者也在有效管
理中，预计新发地批发市场相关传播的疫
情已基本得到控制。虽然最近发现若干与
新发地批发市场无关联、感染来源尚待进
一步调查的病例，提示后续防控可能存在
一定的复杂性；但北京开展大规模人群检
测结果提示，与新发地批发市场无关的人

群感染率极低；在北京已经加强监测和强
力扩大社交距离的防控措施下，疫情进一
步传播风险低。北京疫情近期有望得到控
制。

文件提到，北京对确诊病例的密切接
触者、新发地批发市场暴露者、中高风险
街道／乡镇的人员需要采取隔离和核酸检
测。6 月 12 日至 22 日，对重点地区、重点
人群累计采样达 294.8万人，累计检测量达
234.2万人，粗阳性率为 1.2／万。

新华社华盛顿6月 25日电 中国科研
团队日前在美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论文
说，发现了首个靶向刺突蛋白 N 端结构域
的高效中和单克隆抗体，这为新冠药物研
发提供了新的有效靶标。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
院士为论文通讯作者之一。论文说，研究
人员从 10名康复期新冠患者身上分离和识
别出单克隆抗体，发现有 3种抗体显示出针
对新冠病毒的中和活性，其中一种被命名

为 4A8的单克隆抗体表现出高中和能力。
中和抗体是机体应对抗原刺激而产生

的具有保护作用的一类抗体。目前，全世
界多个科研团队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设计
和机理研究，聚焦在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
受体结合域。中国团队此项研究则是通过
识别刺突蛋白N 端结构域的高效中和单克
隆抗体，发现了 N 端结构域是新冠病毒刺
突蛋白新的脆弱表位，这为治疗性抗体和
其他药物设计提供了新的有效靶标。

我国科研团队发现高效中和抗体
可作为新冠药物研发新靶标

新华社北京6月 26日电 国家卫健委
26 日通报，6 月 25 日零时至 24 时，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3 例，其中境外
输入病例 2 例（均在上海），本土病例 11 例
（均在北京）；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
例 3例，均为本土病例（均在北京）。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6例，解除医学
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625人，重症病例与前一
日相比减少 7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84 例（其中重
症病例 1 例），无现有疑似病例。累计确诊
病例 1895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811 例，
无死亡病例。

截至 6 月 25 日 24 时，据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

确诊病例 389例（其中重症病例 8例），累计
治愈出院病例 78439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4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3462 例，现有疑似
病例 10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760818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8044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5例（境外
输入 4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1例（无境外
输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4 例（均为境外
输入）；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97 例
（境外输入 57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1686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193 例
（出院 1088例，死亡 7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46 例（出院 45 例），台湾地区 447 例（出院
435例，死亡 7例）。

25日新增确诊病例11例
均在北京

北京疫情近期有望得到控制

6 月 25 日，游客在宁夏银川市鸣翠湖国家湿地公园游玩拍照。端午小长假期
间，宁夏银川市短线游升温。一些市民选择距离较近的生态旅游景点，亲近大自
然，欢度假期。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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