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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国际

全球热点

在俄罗斯方面要求“大幅裁减”美
驻俄外交人员后，两国紧张关系再度升
温。显然，普京此举是对美国会近来强
推制裁案的回应。舆论普遍认为，俄美
对抗近期难以缓和，但也不会出现高强
度的冲突。

【新闻事实】

俄总统普京 30 日接受俄罗斯电视
台专访时说，美驻俄外交机构工作人员
应裁减 755 人，从而使俄、美在对方国家
的外交机构人数对等。

目前俄罗斯驻美外交机构人员数
量为 455 人。普京的要求，意味着美国
要撤回多达 755 名在俄外交人员。此
前，俄方还宣布了限制美国外交机构使
用俄罗斯物业的措施。

普京说，俄罗斯对美国能采取的反
制措施很多。但他认为，目前不应追加
对美国的其他限制措施。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认为，普京虽未直接使用
“驱逐”一词，但其实际效果相当于对美
国外交官实施“准驱逐”，这表达了俄罗
斯对当前俄美关系的失望与愤怒。

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俄罗斯外交
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李勇慧认为，裁
减“超员”的美国外交人员，从外交对等
原则上看没有问题，但俄方选择这时候
动作，明显是在表达对美国新制裁的愤

怒，是一次反击。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

所军事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巴秋克认为，
俄此前对特朗普上台后俄美关系正常
化一直抱有一线希望。但美国的新制
裁法案事实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第一评论】

即使普京一向以强硬示人，但在俄
美关系的处理上，他还是充分展示了其
理性和隐忍的一面。

美国自去年年底开始，便以俄罗斯

干涉美国总统选举为由，推出了相关制
裁措施，俄罗斯一直表现出理性和忍
耐，但面对美国追加新制裁的步步紧
逼，无论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还是考
虑到俄罗斯的国际形象，普京对于美国
追加新制裁不可能无动于衷。

但普京仍然留有余地。他在接受
专访时明确表示，暂无打算对美方的消
极做法进行“强烈回应”，并强调俄美两
国在重大国际事务和解决地区问题等
方面仍有合作空间。普京很清楚：一方
面，特朗普对俄政策的决定权有限；另
一方面，对于商人出身的特朗普，需要
给出适当的谈判筹码以换取谈判契机。

【相关链接】

去年 12 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以
俄涉嫌干预美总统选举为由，下令驱逐
35 名俄驻美外交人员，并限制俄外交机
构使用美国物业。

今年 6 月，美国参议院批准对俄单
边强化制裁。

7 月 27 日，美国参议院又通过议案，
追加对俄相关个人和实体的经济制裁。

7 月 28 日，俄外交部要求美方裁减
驻俄外交人员数量，禁止美使馆使用其
位 于 莫 斯 科 的 多 处 房 产 。（记 者 夏 文
辉、安晓萌、李震、耿鹏宇，编辑王玉）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普京裁美外交官 两国对抗再升温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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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明确营改增试点运行中反映
的有关征管问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纳税人销售活动板房、机器设备、
钢结构件等自产货物的同时提供建筑、安
装服务，不属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实施办法》（财税〔2016〕36 号文件印发）
第四十条规定的混合销售，应分别核算货
物和建筑服务的销售额，分别适用不同的
税率或者征收率。

二、建筑企业与发包方签订建筑合同
后，以内部授权或者三方协议等方式，授
权集团内其他纳税人（以下称“第三方”）
为发包方提供建筑服务，并由第三方直接
与发包方结算工程款的，由第三方缴纳增
值税并向发包方开具增值税发票，与发包
方签订建筑合同的建筑企业不缴纳增值
税。发包方可凭实际提供建筑服务的纳税
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

三、纳税人在同一地级行政区范围内
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不适用《纳
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征

收 管 理 暂 行 办 法》（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公 告
2016 年第 17 号印发）。

四、一般纳税人销售电梯的同时提供
安装服务，其安装服务可以按照甲供工程
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纳税人对安装运行后的电梯提供的
维护保养服务，按照“其他现代服务”缴纳
增值税。

五、纳税人提供植物养护服务，按照
“其他生活服务”缴纳增值税。

六、发卡机构、清算机构和收单机构
提供银行卡跨机构资金清算服务，按照以
下规定执行：

（一）发卡机构以其向收单机构收取
的发卡行服务费为销售额，并按照此销售
额向清算机构开具增值税发票。

（二）清算机构以其向发卡机构、收单
机构收取的网络服务费为销售额，并按照
发卡机构支付的网络服务费向发卡机构
开具增值税发票，按照收单机构支付的网
络服务费向收单机构开具增值税发票。

清算机构从发卡机构取得的增值税
发票上记载的发卡行服务费，一并计入清
算机构的销售额，并由清算机构按照此销
售额向收单机构开具增值税发票。

（三）收单机构以其向商户收取的收
单服务费为销售额，并按照此销售额向商
户开具增值税发票。

七、纳税人 2016 年 5 月 1 日前发生的
营业税涉税业务，需要补开发票的，可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八、实行实名办税的地区，已由税务
机关现场采集法定代表人（业主、负责人）
实名信息的纳税人，申请增值税专用发票
最高开票限额不超过十万元的，主管国税
机关应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
办结，有条件的主管国税机关即时办结。
即时办结的，直接出具和送达《准予税务
行政许可决定书》，不再出具《税务行政许
可受理通知书》。

九、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将建筑业纳

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试点范围。月销售额超过 3 万
元（或季销售额超过 9 万元）的建筑业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以下称“自开发票试
点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销售货物或发
生其他增值税应税行为，需要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
自行开具。

自开发票试点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
不动产，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仍
须向地税机关申请代开。

自开发票试点纳税人所开具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应缴纳的税款，应在规定的纳
税申报期内，向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税。
在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时，应将当期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售额，按照 3%和
5%的征收率，分别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第 2 栏和第 5
栏“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
税销售额”的“本期数”相应栏次中。

十、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取得的 2017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开具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应自开具之日起 360 日内认证或登录
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进行确认，并在
规定的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国税机关申
报抵扣进项税额。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 2017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开具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
用缴款书，应自开具之日起 360 日内向主
管国税机关报送《海关完税凭证抵扣清
单》，申请稽核比对。

纳税人取得的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开具
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仍按《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期限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617 号）执行。

除本公告第九条和第十条以外，其他
条款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已发
生未处理的事项，按照本公告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 4月20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营改增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11 号

三亚碧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200780720251

鉴于附件所列税务文书无法采取其他方式向你
公司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
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附
件所列税务文书（税务文书直接到三亚市天涯区地
方税务局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

税务文书领取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地方
税务局

税务机关联系人：方忠德
联系电话：089888639623

三亚市天涯区地方税务局
2017年 07月 31日

附件：《税务事项通知书》（三亚地税天涯区局通
〔2017〕20330 号）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地方税务局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三亚地税天涯区局公〔2017〕5 号

三亚红棠湾置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200721228101

鉴于附件所列税务文书无法采取其他方式向
你公司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附件所列税务文书（税务文书直接到三亚市天
涯区地方税务局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

税务文书领取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地方
税务局

税务机关联系人：方忠德
联系电话：089888639623

三亚市天涯区地方税务局
2017年 07月 31日

附件：《阻止出境决定书》（三亚地税天涯区局
税阻〔2017〕14 号）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地方税务局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三亚地税天涯区局公〔2017〕4 号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发生爆炸袭击

7 月 31 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察抵达爆炸现场。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31 日发生爆炸和枪战，人员伤亡情况不明。

新华社发

委内瑞拉制宪大会
选举投票结束

新华社加拉加斯7月 30日电 委内瑞
拉制宪大会选举投票于当地时间 30 日 19
时正式结束，全国 14000 多个投票站相继
关闭。

委内瑞拉选举委员会副主席桑德拉
当天下午宣布，由于参与投票人数较多，
原定于 18 时结束的投票推迟至 19 时结
束。

选举当天，安全状况总体平稳，未发
生大规模骚乱，但部分地区有反对派抗议
者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并造成人员伤亡。

投票于当天 6 时正式开始，选民将选
出 545 名制宪大会成员中的 537 名，另外 8
名原住民成员将于 8 月 1 日经选举产生。

拉美国家中，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对
选举表示祝贺和支持；墨西哥、秘鲁、阿根
廷等国表示不承认选举结果。

美国国务院 30 日发表声明谴责委内
瑞拉政府当天举行的选举，并称美方将继
续对委政府采取“强硬且迅速的措施”，当
选委内瑞拉制宪大会成员的个人将受到
美国制裁。

今年 5 月 1 日，委总统马杜罗宣布启
动制宪大会进程，重新制定国家宪法，以
维护国家和平、促进国内对话、解决当前
政治危机。而反对党联盟竭力反对，在选
举前一周内连续举行抗议活动。

叙政府致信联合国
呼吁解散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

新华社大马士革7月30日电（记者车
宏亮 郑一晗）叙利亚外交部 30 日致信联
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指责美国主导
的国际联盟对叙空袭造成平民伤亡，呼吁
解散这一联盟。

叙外交部在信中说，国际联盟自组建
以来，频繁对叙实施空袭。叙外交部说，
仅 7 月份，国际联盟就对叙东部代尔祖尔
省和东北部哈塞克省实施 7 次空袭，造成
许多平民死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2014 年 9 月，美国等国组建国际联盟，
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目标实施空袭。叙利亚政府认为此
举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并指责空袭行
动导致大量叙平民死伤。

利比亚世俗武装力量
“国民军”检查站遇袭
5名士兵丧生

据新华社突尼斯 7月 30 日电（记者
张轩瑞）的黎波里消息：据利比亚当地媒
体报道，利比亚退役将领、世俗势力代表
人物哈利法·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在
东部城市德尔纳的检查站 30 日遭到极端
武装分子袭击，造成 5 名士兵丧生，另有 4
人受伤。

自 2014 年起，德尔纳逐渐被支持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控制。2015
年 6 月开始，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宗
教民兵武装“德尔纳圣战者协商委员会”
对德尔纳发起军事行动，并控制该市大部
分地区。

“地价门”森友学园
前理事长夫妇
被日本检方逮捕

据新华社东京7月31日电（记者王可
佳）日本大阪检方日前对森友学园涉嫌非
法申领补助的调查取得阶段性进展，并于
31 日正式宣布逮捕该学园前理事长笼池
泰典夫妇。

当地时间 31 日下午，大阪地方检察
厅特搜部对笼池泰典及其夫人谆子进行
了第二次审讯。审讯之后，检方宣布以涉
嫌非法申领国家补助为由正式逮捕了这
对夫妇。

今年 2 月，森友学园被媒体曝出以几
乎白拿的方式获得一块估价近 10 亿日元
（约 6000 万元人民币）的国有土地，用于
建造小学。该学园还被曝出曾向国土交
通省、大阪府和关西机场分别提交了 3 份
金额不同的小学建设合约，被怀疑为申领
更多补助而谎报建设费用。

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被曝与森友
学园走得很近，其夫人安倍昭惠还曾担任
该学园旗下右翼幼儿园的名誉校长。在

“地价门”丑闻曝光后，日本各界不仅质
疑国有土地何以被如此贱卖，也怀疑日本
政府因安倍夫妇的缘故为森友学园买地
办学开“绿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