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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暫行條例升級為法律概念
據統計，有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確定為稅法

規定的最低水平，即3%；湖南省確定為4%；河北、
遼寧、河南3個省確定了3%和4%兩檔稅率，其中河
北和遼寧對個人購買普通住房、河南對住房權屬轉移
適用3%稅率。實際上，在契稅暫行條例施行的24年
中，在條例框架之下，中國相繼出台了各類契稅優惠
政策。契稅法施行後，這些優惠政策是否延續抑或另
做調整，關係到參與買賣房屋的每個普通人，也直接
導致近期傳言不斷。8月30日，財政部、稅務總局發
布《關於契稅法實施後有關優惠政策銜接問題的公
告》，明確現行的購買家庭住房的契稅優惠稅率將繼
續執行。業內人士表示，雖然稅法規定的契稅稅率為
3%，但延續以前的政策，對於購買前兩套住房的人來
說，實際承擔的契稅稅率不超過2%。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向記者表示，
契稅法施行的主要原因是，從過去的暫行條例升級為
法律的概念，稅率幾乎無變化，不影響時下房屋交
易。關於房屋交易，在契稅相關規定中，是有各類減
稅、免稅一說的，此類規定過去一直有，未來也還是
會保持。要警惕的是中介機構炒作此類政策，導致出
現一些恐慌性交易。

進一步體現政策延續性
契稅法明確，夫妻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夫妻之間變更

土地、房屋權屬，免徵契稅；夫妻因離婚分割共同財

產發生土地、房屋權屬變更的，執行優惠政策，免徵
契稅。法定繼承人通過繼承承受土地、房屋權屬的，
免徵契稅。城鎮職工按規定第一次購買公有住房，免
徵契稅。此外，契稅法還列舉了多種情形免徵契稅。

嚴躍進表示，關於夫妻財產分割和職工認購公有住
房的，此前契稅相關條例已經規定了免徵契稅的內
容。從這個角度看，類似免徵的內容並不是首創。兩
條繼續免徵的規定，進一步體現了政策精神的延續，比
如說類似共有住房的契稅免徵，進一步體現了降低城

鎮職工購房成本的導向。據悉，國務院對居民住房需求
保障、企業改制重組、災後重建等情形可以規定免徵或
減徵契稅，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在昨日國新辦舉行的「努力實現全體人民住有所居」
新聞發布會上，住建部副部長倪虹表示，下一步，將繼
續全面落實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穩地價、穩房價、穩
預期，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專家表示，未來
房地產調控將更注重政策延續性，特別是配合「三胎」
政策執行，將慎重考慮剛需購房成本的增加。

《契稅法》今起實施 稅率基本平移

個人購房惠策無影響
【香港商報訊】記者童越報道：《中華人

民共和國契稅法》於9月1日起施行，1997
年起實施的契稅暫行條例同時廢止。目前，
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契稅稅率
全部出齊，稅率基本平移了現行政策。契稅
法沿用暫行條例的做法，由各省在3%—5%
範圍內確定具體適用稅率。與現行契稅稅率
相比，全國多數地區在稅法施行後將保持稅
率平移，黑龍江、河南、湖北等8個省略有
下調，湖北省將契稅稅率由4%下調至3%。

根據契稅法，個人購買家庭住房最低1%
的契稅優惠政策將繼續執行， 「9月後買房
契稅上調」 的消息不攻自破。

【香港商報訊】記者張麗娟報道：國務院新聞辦
公室昨日舉行新聞發布會，住建部部長王蒙徽、副
部長倪虹等圍繞「努力實現全體人民住有所居」介紹
有關情況。王蒙徽表示，「十四五」期間，將以發展保
障性租賃住房為重點，進一步完善住房保障體系，增
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給，努力實現全體人民住有所
居，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王蒙徽介紹，中國已建成規模巨大的保障性住房
體系。從 1994 年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到 2007
年，全國共建設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性住房
1000 多萬套。2008 年大規模實施保障性安居工程
以來，全國累計開工建設各類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

置住房7800多萬套，有2200多萬困難群眾取得了
住房補貼，幫助了 2 億多困難群眾實現了安居。
2019年，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達到39.8平方
米，農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達到48.9平方米。
王蒙徽表示，將加快建立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賃住
房和共有產權住房為主體的住房保障體系。

倪虹介紹，根據有關調查顯示，現在大城市有
70%的新市民和青年人是租房住。倪虹強調，解決
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問題，是各級政府的職責所
在，也是提高城市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
求，城市政府應該把 「要我做」變為 「我要做」，
下決心下力氣解決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問題。

住建部：力爭全體人民住有所居

圖為福州高新區一處在建住宅。 中新社

十九屆六中全會
將於11月在京召開

打造校地合作新標杆
暨南大學黨委書記林如鵬表示，近年來暨南大學與

江門各界的合作更加緊密， 「僑校+僑都」不斷碰撞
出新火花，在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僑鄉文化以及對
口幫扶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本次簽署全面戰略合
作協議，標誌着百年僑校與中國僑都的合作進入新的
歷史發展階段。未來，暨南大學將充分發揮人才培養
優勢，用好江門的空間、市場、制度、政策優勢，積極支
持江門創建省級產教融合型試點城市，共同擦亮中國
僑都和百年僑校兩塊金字招牌。雙方將努力探索出高
校教育科研與地方經濟發展有機結合的新模式，打造
校地合作新標杆，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注入新動能。

江門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岸明表示，雙
方簽署全面戰略合作協議，是校地雙方深入貫徹落實
習近平總書記 「七一」重要講話和視察暨南大學重要
講話、重要指示精神，特別是關於僑務工作重要論述
精神的具體舉措，是百年僑校與中國僑都強強聯合、
以僑為橋的更高層次全面緊密合作的重要舉措，對促
進江門市高質量發展和暨南大學建設 「雙一流」大學
具有重要意義。

進一步深化多領域合作
當前江門正積極搶抓 「雙區」建設和橫琴、前海兩

個合作區建設重大歷史機遇，深入推進 「科技引領、
工業振興、園區再造、服務港澳、中國僑都、人才高

地」六大工程，全力建設現代化大型產業園，攜手廣
大僑胞共建大灣區、共享大機遇、共圓中國夢。陳岸
明表示，暨南大學與江門共有 「僑」基因，許多優勢
學科與江門發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暨南大學一如既
往支持幫助江門發展，進一步深化多領域合作，進一
步推進 「政產學研」協同創新，賡續僑校與僑都深情
厚誼，書寫新時代校地合作新篇章。

據了解，雙方將構建新型 「政產學研」協同創新機
制。暨南大學將圍繞江門市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跨越
發展需要，重點在決策諮詢、產業發展、科研成果轉
化、教育事業、衞生健康、人才培養、吸引華僑華人
投資等領域，積極支持江門市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創建省級產教融合型試點城市，提升中國僑都城
市動能和城市品牌。江門市將發揮中國僑都和粵港澳
大灣區西部重要城市優勢，支持暨南大學在江門建設
專業實習基地，為暨南大學學生提供社會實踐的機
會；在暨南大學設立面向江門籍港澳台學生的獎學
金，激勵江門籍華僑生成長成才；為暨南大學師生到
江門創業創新提供最佳服務、最優環境。雙方將建立
校地合作聯席會議制度，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研究協
調合作中的重大事宜。

江門暨大簽約戰略合作
將構建新型「政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
【香港商報訊】記者盛芳齡 通訊員江軒、莫小青、潘曉晨報道：8月30日，江

門市人民政府與暨南大學簽署全面戰略合作協議。簽約儀式上，江門市委常委、
統戰部部長利為民代表江門市向暨南大學港澳學生捐贈了價值20萬元的防疫物
資，現場播放了暨南大學香港校友會、澳門校友會祝賀此次簽約的視頻。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8 月 31
日，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對外通報海關今年以來
推進制度創新和服務廣東自貿試驗區建設發展
的最新情況。據悉，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已會同
廣州、深圳三個海關單位共累計出台59條可複
製推廣的自貿區創新舉措，成為廣東自貿試驗
區高水平開放的重要助推器。

廣東省內海關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助力廣東
自貿區貿易便利化水平持續提高。海關總署廣
東分署自貿處處長黃祖活介紹，廣東省內海關
共向海關總署備案創新舉措13項，佔全國海關
備案量的18%；共有六批59項海關創新舉措被
廣東省政府納入全省範圍複製推廣，佔該省改
革經驗的40%；積極探索改革創新做法，南沙
片區 「智能分撥監管新模式」入選廣東自貿試
驗區最佳案例，前海蛇口片區 「MCC 前海新
物流模式」被評為企業最具獲得感十大制度創
新成果；廣東自貿試驗區海關註冊企業從成立

之初的 2000 多家，增長到 2020 年底的 1.4 萬
家，增長6倍。

廣東省內海關還不斷深化粵港澳合作，全力
支持廣東自貿區與粵港澳大灣區融合。具體而
言，粵海關大力推廣粵港、粵澳 「跨境一
鎖」，目前珠三角地區50個清關點具備實施條
件；助力 「離港空運服務中心」，促進香港、
大灣區內地機場與前海、南沙自貿片區航空貨
運聯動發展，試點以來經前海綜合保稅區 「登
機」的空運貨物累計貨值達 200 億元；實施
「國際延遲中轉（DIT）」制度，助力南沙綜

保區大力發展國際中轉業務；實施 「進境暫存
中轉澳門食品檢驗檢疫監管創新」，便利食品
進境暫存後分批返澳，2020年暫存中轉澳門物
資進出口貨值達1.07億元。在橫琴口岸實施珠
澳兩地H986 機檢結果參考互認，車輛接受檢
查時間減少 40%，大幅提升口岸通關監管效
率。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據深圳海關統計，
2021年1-7月，深圳關區加工貿易進出口5595.4億元，佔
深圳關區外貿進出口總值27.5%，同比增長20.7%，增幅比
關區整體外貿進出口高3.3個百分點，保持顯著增長。

深圳海關所屬南頭海關作為深圳海關加工貿易業務審核
中心，深入開展暖企惠企行動，聚焦企業 「所需、所想、
所盼」，着力解決企業疑難問題，加工貿易產業鏈、供應
鏈新的增長亮點紛呈。

為更充分釋放海關優化加工貿易監管改革紅利，促進集
團型加貿企業發展，今年3月份開始，深圳海關全面啟動推
廣企業集團加工貿易監管模式，以監管制度創新打破生產
資源限制，在企業集團內部實現保稅料件、不作價設備自
由流轉共用，倉儲場所共用，便利企業集團統籌調配使用
生產資源，降低經營成本。

南頭海關第一時間跟進落實相關優惠措施，開展集團企
業培育輔導，全面摸排關區集團化加工貿易企業的基本情
況，對於參加該模式的企業免去重新設立賬冊手續，助力
企業利用現有賬冊無感實現集團化運作。

前7月深圳關區加工
貿易保持顯著增長

粵省內海關制度創新
助力自貿區建設

中國深圳雙創大賽國際賽啟動報名
中國深圳創新創業大賽第五屆國際賽將於2021年

9月1日正式啟動報名。本屆比賽以 「線上+線下」
雙線融合的形式舉行，覆蓋9個國家，總獎金1071
萬元，其中單個選手將有機會獲得最高135萬元的
獎金總額。同時，大賽還將為優質創業項目提供產
業扶持、科技金融、項目孵化等支持，充分發揮產
業鏈、創新鏈、人才鏈、教育鏈 「四鏈」協同效
應，助力深圳粵港澳大灣區和先行示範區 「雙區」
建設。 林麗青 王娜 通訊員周婷

廣州「大灣區最快地鐵」車站亮相
作為全方位打造展示廣州地鐵新形象和滿足軌道

交通新時代特徵的標誌性車站空間，承載 「大灣區
最快地鐵」運營的番禺廣場站日前基本完成裝修。
正在進行運營調試的廣州地鐵十八、二十二號線，
是廣州地鐵首次採用時速160公里的市域快線，每
輛 8 節編組。廣州地鐵集團黨委宣傳部溫美春介
紹，兩條線路實現南沙副中心至廣州中心城區30分
鐘的時空目標。 黃裕勇

福田召開黨史學習教育專題黨課
根據中央和省、市關於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專題黨

課的統一部署，近日，深圳市福田區委書記、區長
黃偉圍繞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 「七一」重要講話
精神，以《百年滄桑 百年輝煌 百年序章》為題，
為全區黨員幹部講授黨史學習教育專題黨課。黃偉
勉勵全區黨員幹部，要把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
「七一」重要講話精神作為黨史學習教育的核心內

容，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
行。 姚志東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開學在即，記
者從深圳市教育局獲悉，今年9月深圳共有103所新
建學校投入使用，新增各類學位107907座。其中，
新改擴建公辦普高9所，新增學位16500座；新改擴
建公辦義務教育學校60所，新增學位80157座；新投
入使用幼兒園34所，新增學位11250座。

羅湖未來學校今開學
【又訊】記者易小婧 通訊員許舜鈿、劉嘉敏報

道： 「面向未來、對標國際、應對智能時代」，坐
落在深圳羅湖區清水河街道銀湖三九片區的羅湖未
來學校（羅湖未來教育研究院）9月1日正式開學。
據悉，該學校是羅湖創新辦學體制重點打造的九年
一貫制新型公立學校，致力於讓每個孩子都能發現
自我、發揮個性、健康成長，具備適應未來社會的
綜合素質。

深圳103所新建
學校投入使用

【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
局8月31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1月在北京召開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
議，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
報告工作，重點研究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鬥的重
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會議審議了《關於十九
屆中央第七輪巡視情況的綜合報告》。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會議認為，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始
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
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
主義信念，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爭取民族獨
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
奮鬥，已經走過一百年光輝歷程。一百年來，黨
領導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創造了新民主主
義革命的偉大成就；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創造
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解放思想、
銳意進取，創造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的偉大成就；自信自強、守正創新，創造了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黨和人民百
年奮鬥，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
史詩。

總結黨的百年奮鬥的
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

會議指出，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總結黨的
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是在建黨百年
歷史條件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
征程、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需要，是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
看齊意識，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做到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
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
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的
需要，是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提高全黨鬥爭本領
和應對風險挑戰能力、永葆黨的生機活力、團結
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而繼續奮鬥的需要。全黨要堅持唯物史觀和
正確黨史觀，從黨的百年奮鬥中看清楚過去我們
為什麼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
成功，從而更加堅定、更加自覺地踐行初心使
命，在新時代更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

會議強調，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產黨
立志於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百年恰是風華正茂。
過去一百年，黨向人民、向歷史交出了一份優異
的答卷。現在，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又踏上了實
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新的趕考之路。時代是
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我們一
定要繼續考出一個好成績，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展
現新氣象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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