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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近日印发《关于开
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要求严厉查处偷逃税行为，有效维
护市场秩序。此前，国家税务总局也
公开表示，严厉查处和曝光各类恶
意偷逃税行为，进一步规范影视行
业税收秩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促进影视行业长期健康规范
发展。

企查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全国在业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
司等市场主体共新增65万余家，以
各类明星工作室居多，注册地集中
在个别地区。记者在一些明星工作
室“扎堆地”调查了解到，一些远离
大城市和主城区的“小地方”为招
商引资而打造的税收政策“洼地”，
成为不少“大明星”工作室趋之若
鹜的注册地。

千余家明星工作室扎堆“小地方”

新沂是一座位于江苏省徐州市
北部的县级市，来自企查查、天眼查
等提供的数据显示，这里陆陆续续
注册有近1200家影视文化类市场主
体，其中不乏知名艺人的工作室。记
者近期在当地走访发现，它们几乎
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

新沂的多数艺人工作室注册地
为“新沂市新华路馨园影视文化产
业园”，记者按图索骥，打开地图导
航查询不到这一注册地址。记者驱
车来到注册地所在的新沂市新华
路，来回巡游也未看到任何带有“影
视文化产业园”字眼标牌的场所。在
一家房地产评估公司工作人员的指
引下，记者来到疑似是文化产业园
前身的馨园公园。

“这里原来是文化产业园，现在
其实也是，只不过牌子换了一下。”
记者佯装成来注册明星工作室的客
商，在馨园公园一栋楼房里寻访到

曾是文化产业园工作人员。他透露
自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后，“行业
受到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当地新成
立的明星工作室有所减少。

这类“幽灵注册”明星工作室的
现象并不止新沂一地。位于长三角
地区的石湫影视基地，从注册数据
显示，也聚集了大量明星工作室，但
记者前往注册地走访发现，也未看
到一家挂牌的明星工作室。“都是假
的，我在这上班四年了，里面有没有
工作室我们不知道吗？”石湫影视基
地一名售票员说。

“小地方”如何招引“大明星”？

记者以文化企业负责人身份实
地走访发现，一些地方打着发展“总
部经济”的幌子招引影视文化项目，

整个招商流程十分隐蔽、税收优惠
政策秘不示人。

招商项目由财政干部“亲自
抓”。在咨询影视文化企业适合入驻
哪种园区时，新沂一招商干部称，建
议以“总部经济”形式入驻园区，享
受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只要在这
里注册就好，除了报税平时不用过
来。”记者进一步询问具体税收优惠
政策时，这位招商干部表示，有关影
视公司、明星工作室相关的招商项
目全由当地财政局负责，他们只负
责前期对接，具体优惠细则、签订合
同等事宜都由财政局领导亲手抓。

项目台账“不见光”，私下签订保
密协议。“明星们不想让外界知道在
这里注册了工作室，我们只能告诉你
有很多大牌明星已经在这注册了。”
石湫街道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称，很

多明星在当地影视基地注册了工作
室，且都要求签订“保密协议”。

税收高额返还，最高可返九成。
在与多地招商干部沟通中，记者了
解到，明星艺人如果注册为影视文
化公司法人，需缴纳25%企业所得
税。如果以工作室名义，其演出费收
入通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
得”类目报税，超额累进的最高税率
为35%。如果按照个人所得扣缴个
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的最高税率为
45%。看似税率较高，但在此基础
上，还会享受当地政府承诺的所得
税地方留成的70%—90%作为返还
奖励。

存在“放空”地方财力的可能

一位不愿具名的财税专家认

为，一些经济落后地区为了完成税
收任务，在给地方文化产业税收政
策开口子，吸引一些明星到地方来
注册工作室，实际上仅增加了开票
收入税收数据，不带动地方就业，也
不会拉动消费，只是做大了GDP。
长此以往，不利于地方经济高质量
发展，也存在“放空”地方财力、“放
大”涉税风险的可能。

专家进一步指出，明星本已
属于高收入群体，还利用地方政
府的招商引资政策来避税，破坏
了社会公平，极易引起民众不满。
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监
管，保持税收政策的精准性、有效
性，将个人、公司法人及利益相关
人合并纳入监管，在现有税收信
息技术的支撑下，切实做到监管
全覆盖。

明星避税、偷逃税现象为何屡
禁不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政府
绩效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王泽彩
认为，这主要与税法执行力弱、纳税
意识淡薄、征管手段落后、违法成本
低等原因密不可分。对此，他建议加
快清理税收禁止的优惠政策，严格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
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要不折不扣
地取消“先征后返”“先征后退”“即
征即退”“等额奖励”等税收优惠政
策，坚决堵塞地方政府财力流失漏
洞，遏制明星偷漏税甚至洗钱的主
观倾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
海认为，任何地方政府都无权违反
税法的规定，擅自向明星工作室提
供“先征后返”等税收优惠政策。不
管是从税收征管的法治化角度，还
是从提高市场主体的事中和事后监
管角度来看，通过设立明星工作室
来避税的现象给监管执法提出了新
的课题。

据经济参考报

据上海市消保委官方微信昨日
报道，近日，乔治阿玛尼（上海）商贸
有限公司主动向上海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报告了相关产品的召回计划，并
表示将按照《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
定》的要求对缺陷产品主动召回。

央视指出，对企业来说，要赢得
消费者的长久信赖，最关键的还是要
守住质量这道关。

这里分享几个选购高跟凉鞋的
小技巧：要注意检查鞋子稳定性，可
以将高跟鞋放在比较坚固的平面上，
轻轻拨动，晃动幅度大的稳定性差。
还可以按压鞋内脚心部位，以不软、
不变形为佳，确保鞋子的支撑性好。

综合央视财经、上海市消保委官微

针对有媒体报道，美国拜登政府正
在认真考虑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办
事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9月
10日，中美元首通话时，拜登总统表示，
美方从来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中方
已就上述媒体报道的有关动向向美方
提出严正交涉。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以实际行动履行美
方有关承诺，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
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包括不得将台湾
驻美经文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停止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美方应
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以免严重损害中美
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据人民日报

近日，河北平山县委政法委书记
用“滚”字回应市民短信一事引发关
注。网传截图显示，有市民于9月12日
凌晨1时许发短信向平山县委政法委
书记尹惠强反映当地公安局不作为等
问题，12日8时许，尹惠强回复了一个

“滚”字。
9月13日，认证微博“网信平山”发

布通报称，13日上午，网民反映平山县
委政法委书记尹惠强在回复手机短信
时，存在言语不当的行为。平山县委高
度重视，立即进行了调查。

前述通报称，经查，9月12日凌晨1：
38，平山县一群众给尹惠强发送手机短
信，尹惠强收到陌生人手机短信后，只
看到一个网址链接，误以为是电信诈骗
信息，于是进行了不当回复。了解该情
况后，平山县第一时间与反映人取得联
系，进行了解释说明。13日中午，平山县
委召开常委会，对尹惠强同志进行了严
肃批评，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对反映
人的诉求责成相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
依法依规处置。 据澎湃新闻

据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
减灾委员会消息，9月12日20时至13日8
时，洱源县境内突降大雨，局部地区出
现单点暴雨、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洱
源县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截至13日15
时，1名群众在转移救治过程中不幸身
亡，2名群众受伤，3名群众失联，受灾地
区住房、交通、水利、农田、电力、通信等
均不同程度受损。

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
应，迅速组织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灾工
作。截至13日15时，转移3198名受灾群
众，正在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受灾
群众安置、抢险救灾、灾情核查等救灾
工作。据气象部门通报，预计未来6小时
洱源县降雨仍将持续。 据新华社

记者从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最
新获悉，截至9月13日16时，莆田市累计
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76例，其中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48例，无症状感染者28
例。记者还了解到，截至9月13日12时，
莆田市共完成76例阳性病例的流行病
学调查，累计判定密切接触者1577人，
次密接1865人，其中已集中隔离1693
人。在核酸检测方面，截至9月13日16
时，莆田市核酸检测共采样853532份，
已出报告523882份。

此外，9月13日晚上，福建省厦门市
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
控最新情况。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9月13日18时，福建厦门累计报
告确诊病例12例（普通型8人，轻症型4
人），均在定点医院隔离诊治，目前均病
情稳定。目前已判定密切接触者404人，
次密接316人。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外交部回应台湾驻美经文处更名问题：

美方应慎重处理涉台问题

福建莆田已累计报告
48例确诊病例

河北一政法委书记回复市民短信“滚”？

当地通报：严肃批评 深刻检查

云南洱源发生山洪泥石流
1人死亡 3人失联

还有部份凉鞋有害物质超标，严重可致癌

上 海 市 消 保 委 检 测 40 款 高 跟 凉 鞋

4600多元的
阿玛尼凉鞋

不合格夏秋季节天气较热，高跟凉鞋受到众多女性消费者青睐，成为季节性热销鞋
款。最近，上海市消保委就专门针对高跟凉鞋进行了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品牌的凉
鞋存在质量问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伤害。

据央视《第一时间》栏目报
道，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次比
较试验共计购买了40款高跟凉
鞋，包括大众品牌、网红品牌和轻
奢品牌；价格从125.1元至4620元
不 等 。比 较 试 验 参 照 GB/
T22756-2017《 皮 凉 鞋 》、QB/
T1002-2015《皮鞋》以及《鞋类通
用安全要求》（报批稿）等多个标
准，依次对40款高跟凉鞋的耐折
性能、剥离强度、勾心、六价铬、邻
苯二甲酸酯、可分解芳香胺染料
等共计11项指标进行检测。

勾心是高跟凉鞋的主要受
力部件之一，位于鞋子内部。鞋
子穿在脚上稳定与否，一定条件
下全靠勾心的作用。如果勾心过
短或是过软，将无法起到有效支
撑作用，行走时鞋子就可能会发
生歪斜，容易导致扭脚、摔伤等
人身伤害。

一双标称深圳市西田服饰有
限公司生产的honey GIRL田莘牌
高跟凉鞋，经过实测其勾心长度仅
为112毫米，比标准要求的115毫米
最低线短了3毫米。此外，在实验室
记者看到，这款高跟凉鞋的勾心在
进行弯曲性能试验时直接被试验

仪器折断。另一款标称杭州舒孜商
贸有限公司SCHUTZ牌凉鞋的勾
心硬度不够，实测硬度仅为标准要
求的二分之一。

这次比较试验共有4双高跟
凉鞋勾心项目不符合标准，是检
出问题样品最多的项目之一。除
了上述两款凉鞋，还有深圳市百
森鞋业有限公司PT’SON百田森
牌凉鞋和乔治阿玛尼（上海）商贸
有限公司GIORGIO ARMANI牌
高跟凉鞋。

记 者 注 意 到 ，一 双 标 称
GIORGIO ARMANI牌样品售价
为4620元，是此次比较试验售价最
高的一款样品，但其在弯曲性能检
测时勾心出现了明显裂纹，不符合
标准要求。

此次比较试验发现，一些价格
不菲的高跟凉鞋在基本的帮带、耐
折性能上质量也不过关。标称深圳
市龙浩天地有限公司的SKAP圣伽
步女鞋，售价1184元，其帮底剥离
强度被检出不符合标准要求。而标
称浙江卓诗尼鞋业有限公司的高
跟凉鞋，经4万次耐折性能检测后，
鞋底裂纹达63毫米，超过标准限值
2倍多。

凉 鞋 一 般 都 是 光 脚 穿
的，会和皮肤直接接触。这次
上海市消保委针对高跟凉鞋
的比较试验发现，40款高跟
凉鞋样品中，有部分凉鞋有
害物质超标。

现行的成人鞋类标准对
有害物质限量尚未做出要求，
为了充分了解高跟凉鞋中可
能存在的潜在风险，此次比较
试验参照2019年立项、目前进
入报批阶段的《鞋类通用安全
要求》对高跟凉鞋中有害物质
含量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有4
款高跟凉鞋邻苯二甲酸酯类
含量超过了相关标准建议的
限值要求。

这4款产品分别是：标称
上海越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73 hours牌样品，天创时
尚股份有限公司KISSCAT牌
样品，依思有限公司exull依思
Q牌样品，深圳市西田服饰有
限公司honey GIRL田莘牌样
品。其中田莘牌凉鞋邻苯二甲
酸酯含量最高，是标准限量要
求的6倍。检测工程师告诉记
者，邻苯二甲酸酯是一类常见

的“增塑剂”，添加在鞋类材料
中可以使鞋底、内衬等部位变
得柔软有弹性，增强穿着的舒
适性。

上海鉴证皮革质量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陈杰
表示：“研究表明，邻苯二甲酸
酯可通过呼吸系统和皮肤吸
收进入人体，对人体生殖发育
造成危害，邻苯二甲酸酯超标
的原因是目前国家对成人鞋
中增塑剂的含量和种类并没
有相关的标准进行考核，部分
企业可能没有引起重视。”

除了邻苯二甲酸酯，《鞋
类通用安全要求》中规定成
人鞋中重金属六价铬含量建
议不得超过10mg/kg。此次比
较试验还发现，标称宁波热
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hot
wind 凉 鞋 六 价 铬 含 量 为
25mg/kg，是标准限量要求的
2.5倍。检测工程师告诉记者，
六价铬毒性大，人体皮肤接
触六价铬可导致过敏；经呼
吸道吸入会引发肝肾功能损
伤，严重时还可致癌、导致遗
传基因缺陷。

比较试验
4双高跟凉鞋勾心项目不达标

有害物质超标
存在致皮肤过敏致癌等潜在风险

事件进展

阿玛尼召回缺陷产品

空壳注册 保密签约 高额返税

“小地方”成为“大明星”避税聚集地

一双标称GIORGIO ARMANI
牌样品在进行弯曲性能检测时，勾心
出现了明显裂纹

视频截图

石湫影视小镇

四川疾控提示：
中秋国庆假期减少聚集聚会

截至2021年9月13日15时，我国共
有1个高风险等级地区以及4个中等风
险等级地区。为做好我省疫情防控工
作，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四川省
疾控中心昨日发布健康提示：一、尽量
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或有病例报告
的区域；二、8月26日以来有福建省旅居
史的来（返）川人员、所有健康码“红码”
和“黄码”人员均需第一时间主动向所
在社区、工作单位或所住酒店报备，配
合做好各项防控措施；三、日常要坚持
做好勤洗手、戴口罩、勤通风、一米线这

“防疫四件套”；四、每天进行自我健康
监测，如有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
嗅（味）觉减退、腹泻等不适症状时，立
即就近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如
实告知流行病学史，就医途中全程佩戴
口罩，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在没
有接种禁忌证的情况下，符合条件的市
民请尽快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六、对于
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不去中高
风险地区，在假期期间，减少聚集聚会。

据四川省疾控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