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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2888★85147988

声明·公告
●锦江区娜娜美食餐厅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460
0606303），原国税、地税证正
副本 （税号5101111974110732
2801） 及发票领购簿遗失作
废，特此声明。
●成都市武侯区佳和家具经营
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
号 51011119531205036301）， 特
此声明作废。

●成都市硕鑫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的发票章编号510122513
8992遗失作废。

●通知
成都市武侯区民主路18号1

栋3楼29号产权登记人李*梅
《成都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模拟
搬迁补偿安置合同》(合同编号
115265)， 你已于2017年3月23日
与武侯区危旧房改造中心签订
搬迁补偿安置合同。请见报后立
即与我中心联系办理搬迁房屋
交接的相关事宜。 如登报后5日
内你仍未与我中心联系并完善

搬迁房屋交接相关事宜，我中心
将按城市搬迁政策的相关规定
办理后续事宜。

特此通知
武侯区危旧房改造中心

2018年10月8日

公 告
雷红亮：截止公告日，你已

连续无故旷工三十六天，我司现
公告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

成都南光实业发展公司

●吴江普位于青白江区文化巷6
号1栋1单元1楼2号房屋 （青权
改字第1101号），面积46.13平方
米，产权证遗失，特此公告。

●成都市艺美高装饰装修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编号5101225037
885；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2250
47892，特此声明作废。

房屋租售
●市中心260平出租17360195789

餐馆转让
●转金牛区五丁路700平火锅店
15828593812，1365804570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涉嫌违法，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新华社）

世界纪录之歌献鸟巢 小郎酒引爆好声音决赛巅峰之夜

小郎酒37天打破了
吉尼斯背后的商业逻辑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获悉，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税收违法
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国家税务总局责
成江苏省税务局对在范冰冰偷逃税案
件中，因管理不力、负有领导责任的相
关单位和人员，依规依纪进行了问责。

责令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作
出深刻检查，并采取切实措施整改；

对原无锡市地方税务局局长、现国家
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局长丁源给予行
政警告处分；

对原无锡市地方税务局总会计师、现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总会计师李
青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对原无锡市地方税务局第六税务分
局局长、现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滨湖区税
务局副局长钟小新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并
免去其现任领导职务；

对原无锡市地方税务局第六税务分
局副局长、现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梁溪区
税务局副局长沈治国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对原无锡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税务分
局局长、现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干
部许崇金给予诫勉谈话处理；

对其他有关责任人也按规定给予了
相应处理。

目前，尚未发现上述人员存在其他违
法违纪行为。 （新华社）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
悉，10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下
发通知，部署开展规范影视行
业税收秩序工作。

根据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
关于对影视行业有关问题开展
治理的部署安排，针对近期查
处的影视行业高收入从业人员
偷逃税等问题，国家税务总局
要求各地税务机关在前期工
作的基础上，按照稳妥推进、
分步实施的原则，开展规范
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促
进影视行业健康发展。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通 知 明
确，从 2018 年 10 月 10 日起，
各地税务机关通知本地区影
视制作公司、经纪公司、演艺
公司、明星工作室等影视行
业企业和高收入影视从业人
员，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
施细则相关规定，对 2016 年
以来的申报纳税情况进行自
查自纠。对在 2018 年 12 月底
前认真自查自纠、主动补缴

税款的，免予行政处罚，不予
罚 款 。从 2019 年 1 月 至 2 月
底，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自
查自纠等情况，有针对性地
督促提醒相关纳税人进一步
自我纠正。对经提醒自我纠
正的纳税人，可依法从轻、减
轻行政处罚；对违法情节轻
微 的 ，可 免 予 行 政 处 罚 。从
2019 年 3 月 至 6 月 底 ，税 务
机关结合自查自纠、督促纠
正等情况，对个别拒不纠正
的 影 视 行 业 企 业 及 从 业 人
员开展重点检查，并依法严
肃处理。2019 年 7 月底前，对
在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
作中，发现的突出问题，要举
一反三，建立健全规范影视
行业税收管理长效机制。在
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
中，对发现税务机关和税务
人员违法违纪问题，以及出
现大范围偷逃税行为且未依
法履职的，要依规依纪严肃
查处。 （新华社）

从7月12日开始，小郎酒便陪伴
着2018年中国好声音的观众一起狂
欢。升级的赛制，更多的素人学员，以
及四位“男人帮”导师……这档亮点
纷呈的节目在三个月里持续火热后，
于10月7日迎来收官之夜。

10月7日19点30分，北京国家
体育场（鸟巢），小郎酒特约的《2018
年中国好声音》以24位学员合唱周
杰伦的《千山万水》开始，这首歌收录
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歌曲专辑》，
应景地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22：30，《中国好声音》决赛现场
上，在合成了30万人歌声的《干杯朋
友》的背景音中，主持人华少最终宣
布——“超过 30万网友参加，全球
2018年华语乐坛的最强好声音，挑
战成功，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三十
万参与者将获得本节目特约赞助商
小郎酒提供的中国好声音定制版小
郎酒！”小郎酒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
化营销活动，画下圆满的句号。

在这30万人中，就有约34%属
于90后。

在白酒年轻化命题陷入破题困
局的今天，小郎酒以黑马姿态，用37
天打破吉尼斯纪录的同时，还吸引了
基数庞大的年轻消费群体。小郎酒是
怎么做到的？

吸引：时尚化社会营销

回顾整场“挑战吉尼斯”社会化
营销活动全过程，可以看到，小郎酒
在“时尚”两个字上倾注的心血。

首先，与《中国好声音》这场全社
会化娱乐 IP 的充分结合。今年的《中
国好声音》在年轻群体中激起了不小

的水花，受到了年轻群体的热捧。在
这样的情况下，小郎酒利用“挑战吉
尼斯”，将官方合作品牌的身份转化
为产品的新流量。其次，选择唱吧这
一群体性明显的平台。据官方数据显
示，目前唱吧用户约有4亿左右，其中
30岁以下的约占据了70%以上，这与

《中国好声音》的观众群体具有极高
的重叠性，形成流畅的流量对接。

加上吉尼斯纪录本身的影响力，
及最后让歌声登陆鸟巢决赛现场的吸
引力，还有刷新最高得分的评分机制
的激励，种种具有年轻时尚气息的营
销手法，为小郎酒猛吸了一波90后粉。

留存：符号化品牌力量

如果说各色时尚年轻的营销手段
成功吸引年轻消费群体的目光的话，
小郎酒的品牌公信力，则可以说是完
成了从“吸睛”到“驻足”的转化过程。

其品牌公信力可简单诠释为：背
靠“郎”牌，自成一脉。

作为郎酒四大单品之一的小郎
酒，可以说是“郎”牌的品牌输血直接
受益者。“郎”牌是什么概念？1984年，

“郎”牌郎酒评为国家名酒；1997 年，
“郎”牌商标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享受世界范围的特别
保护；2018 年，进入中国国家品牌计
划TOP品牌的郎酒，在世界品牌大会
上发布的《2018 年中国 500 最具价值
品牌》中，以 687.28 亿元的品牌价值
居第51位，自2009年起，连续10年摘
下白酒行业第3名的位置，堪称名副
其实的“探花郎”。

郎酒，也成为不少90后童年记忆
中的那杯酒，对于现在的不少年轻人来

说，具有深厚的品牌情结和品牌记忆。
2016年，“小郎酒”三个字的正式

提出，让曾经的“歪嘴郎”开始步入了
品牌化发展的正轨。

转化：多元化产品呈现

当达到绊住年轻人的脚步的目的
后，要将年轻群体转化为消费群体，这
就对产品的“干货”提出新的要求。

在“挑战吉尼斯”活动中，参与演
唱者留下联系地址与联系方式后，均
可获得一套限量“中国好声音”定制
款小郎酒。早在小郎酒精酿款上市
时，小郎酒方面就成提出“定制款”的
概念，这不仅为小郎酒系列的社会化
营销进行的方式方法提供更多的可
能性，还以活泼的形象与其代表的多
元化产品战略，为小郎酒年轻化再添
一份底气。

工艺品质，则是小郎酒一以贯之
的长期优势，也是小郎酒在开发宣传
中，最为关注的一点。

从经典款到精酿款，纯粮酿造，
一直都是小郎酒匠心工艺的体现，“小
酒的小剂量与场景化特质，意味着在
营销 与渠道上的投入会更多，加
上对品质的要求，小郎酒可以算得上
是良心产品。”有酒业人士提到。

工艺本身，则为小郎酒带来了更
多元的发展层次。有业内人士分析：

“混饮、冰饮等创新饮用方式，是当下
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好，品质上的严格
把关，为小郎酒开创多元饮用方式，
在保持传统消费群体的同时，打入年
轻消费群体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小郎
酒年轻化，正在进行，未来可期。”

（徐雅玲 宁森源）

范冰冰偷逃税案件中
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被问责

国家税务总局部署开展
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

2018 年 10 月 8 日外交部发言
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

问：你能否提供关于孟宏伟接
受调查的具体情况？中方是否就此
提前向国际刑警组织进行了通报？

答：关于孟宏伟的情况，相信
你已经注意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发布了消息，公安部网站也已
发布了公安部党委有关会议情况。
对孟宏伟涉嫌违法进行监察调查，
充分反映出中国政府推行依法治
国以及打击腐败的坚定决心。

孟宏伟收受贿赂、涉嫌违法，
本人已书面提交辞去国际刑警组
织主席的辞呈。中国公安部已正式
通报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

问：请问中国外交部总体上是如
何看待孟宏伟一案的？你认为国际社
会会从此案中得出怎样的结论？

答：我刚才说了，孟宏伟这个案
件本身现在还在监察调查之中。至
于处理这个案件本身，你问国际社
会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刚才已
经说得很清楚了，这充分体现出中

国政府坚决反腐、打击犯罪活动的
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公安部网站发
布的公安部党委会议消息里讲得非
常明确，这个事情充分表明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
治党和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
明态度和坚定决心。而且还专门讲
到了，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权，没有例
外，任何人只要触犯法律，都会受到
严肃追究和严厉处罚。我相信国际
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对此是能够有正
确的看法和结论的。（外交部网站）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8
日在北京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双方就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入沟通。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美发表建
交公报40周年。40年来，中美两国
各自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也都从相
互交往中得到了巨大利益。40年来
两国关系发展最深刻的一条经验
和启示是，中美合则两利、斗则双
输，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

王毅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
于一个关键阶段。中国将继续坚持
和平发展，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最终走出一条与国强必霸完全
不同的发展振兴之路。美方应当正
确看待和认识中国的发展走向，停
止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损害中方
核心利益的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
而行，牢牢把握和坚持两国关系发
展的正确方向。中方坚定致力于同
美方发展良好的中美关系，同时也

将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

王毅阐述了中方在中美经贸
摩擦、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原则
立场。强调贸易战解决不了问题，中
方仍愿与美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但必须在平等、诚信和严肃的基础
上进行。中国完全尊重所有国家自
身的选择，从来不会干预其他国家
的内政，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光明磊
落，问心无愧。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
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规定，停止与台湾的官方往来和军
事联系，停止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停止无理干涉那些与中国已经或
希望建交的国家，切实约束和限制

“台独”势力的发展，以实际行动维
护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蓬佩奥表示，美中在很多问题
上有明显分歧，但美国不反对中国
发展，无意围堵中国，也没有全面

遏制中国的政策。美中作为世界上
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力量最强的
国家，对世界和平与繁荣肩负重大
责任。双方应加强沟通，增进信任，
在基于规则的基础上加强合作。美
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继续就
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与中方加强沟
通与合作。

蓬佩奥通报了其访朝情况，表
示美方赞赏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
一贯立场及为推动无核化所做的
重要努力，希与中方继续加强合
作。王毅介绍了中方为推动实现半
岛无核化及半岛和平稳定所做努
力，强调中方的立场明确而且一
贯，不会改变。美方应重视朝方在
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合理诉求并做
出积极回应。中方支持美朝直接对
话，愿在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
的基础上，继续发挥中方独特和重
要的作用。 （新华社）

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美方应当正确看待
中国的发展走向

停止对中方的无端指责

外交部：孟宏伟收受贿赂、涉嫌违法，
本人已书面提交辞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辞呈

辽宁省凌源第三监狱
两逃犯被抓捕归案后，经
审讯核实，确定了罪犯脱
逃等相关信息。为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现将有关信
息公布如下：

一、逃脱罪犯是否是
通过门禁卡逃出大门？

罪犯是利用凌源钢铁
公司噪音作掩护，撬开会
见室门窗脱逃的。

二、罪犯如何取得的
警服？

罪犯盗取了一件监狱
事业管理人员穿的警用工
作服，有臂章，无警号和肩
章。

三、逃犯是否有手机？
逃犯手上没有手机，

手中拿的是MP4。
四、罪犯张贵林此前

是否有两次脱逃？

罪犯张贵林在调监前
有两次脱逃未遂，均依法
加刑。

五、罪犯手上是否有
现金？

罪犯进入会见室后，
撬开了工作人员办公桌盗
取部分现金。

六、是否启动了追责
机制？

目前，已将监狱长、总
经理和两位副监狱长予以
免职处理，对直接责任人
员有关机关已经介入调
查，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
追责，绝不姑息迁就。

七、罪犯脱逃后是否
作案？

两名罪犯脱逃后，一
直被控制在山里，没有发
生盗窃、抢劫等犯罪行为。

（人民网）

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
涉嫌违法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

同步播报同步播报

辽宁省监狱局首次披露两逃犯越狱细节

罪犯利用噪音作掩护
撬开会见室门窗脱逃

10月4日凌晨，辽宁省凌源第三监狱发
生一起两名罪犯脱逃案件。10月6日13时左
右，辽宁省凌源第三监狱脱逃的两名罪犯被
先后抓获。日前，凌源三监狱两名逃犯落网
后，辽宁省有关部门立即启动对相关责任人
的问责程序。

新闻新闻
背景背景

6日，辽宁省凌源第三监狱两名越狱重刑犯相继
落网，其中一人在逃窜时跑丢了一只鞋 图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