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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大大偷偷税税逃逃税税骗骗税税，，曝曝光光姓姓名名
税务机关将向银行、工商部门通报情况

10月份山东CPI涨幅

创8个月新低

本报济南11月10日讯（记者
张頔 通讯员 孙亮） 记者从国
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获悉，10月
份，受食品价格下降影响，山东市场
物价涨幅小幅回落。与上年同期比，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
1 . 6%，较上月涨幅回落0 . 3个百分
点，与全国同期数据持平，创今年3

月份以来新低。
与上年同期比，全省食品类价

格上涨1 . 7%，较上月涨幅回落0 . 2个
百分点，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0 . 5个
百分点，影响程度为31 . 3%。与上月
比，食品价格下降0 . 9%。

受饲料成本下降及生猪市场货
源充足等影响，全省肉禽及其制品
价格小幅回落，同比下降0 . 7%。其中，
猪肉价格同比下降6 . 4%，降幅较上月
扩大0 . 9个百分点，环比下降2 . 2%。鸡
蛋价格同比上涨23 . 0%，涨幅较上月
扩大9 . 0个百分点，环比下降5 . 6%。

本周五国内油价

或迎八连跌

本报济南11月10日讯（记者
刘相华） 记者从国内多家成品油
分析机构了解到，国内油价或将在
本周五实现“八连跌”。

来自卓创资讯的数据显示，截
至11月7日，主要原油品种变化率为
-2 . 91%，对应下调幅度在145元/吨。
国内成品油零售价自7月份以来连
续七次下调，国内汽油零售限价累
计跌幅达到1325元/吨，柴油零售限
价累计跌幅达到1275元/吨。折合92

号汽油累计下跌1 . 02元/升，0号柴油
累计下跌1 . 09元/升，全国绝大多数
地区汽柴油零售价格将回到6元时
代，降至四年来最低。

油价下跌，对中国消费者和物
流、交通运输等企业而言无疑是重大
利好。同时，这也是中国储备原油的
大好时机。但炼油、化工行业则备受
煎熬。据悉，油价连续下跌增加了炼
厂的成本，“三桶油”难逃亏损局面。

数据显示，三季度国内GDP增
速为7 . 3%，受工程基建、交通运输等
行业增速放缓拖累，这一数值创近6

年以来新低，而国内成品油尤其是
柴油消费或将出现负增长。

9亿巨亏重负下，募资50亿加码主业

山山东东钢钢铁铁押押宝宝日日照照钢钢铁铁

本报记者 刘相华

11月8日，山东钢铁发布
公告称，公司拟以1 . 81元/股
底价定增募资约50亿元，全部
用于收购集团所持山东日照
钢铁集团100%股权，并对其增
资实施日照钢铁精品项目。

市场对这次转型还是很
买账的，山东钢铁复牌当日就
封死在涨停板上，11月10日的
收盘价为2 . 11元。

最近几年，山东钢铁的日
子并不好过，始终在同亏损做
斗争。在2012年，当年宏观经济
放缓、行业产能过剩影响显现、
钢价遭遇跳水行情，在此情况
下，山东钢铁巨亏38亿元。

今年山东钢铁前三季度
业绩也很难看。刚刚发布的三
季报显示，今年1-9月，山东钢
铁实现营业收入402 . 5亿元，
同比下滑23 . 37%；同期公司净
利润亏损9 . 91亿元，与去年同

期亏损1 . 2亿相比大幅增亏。
“目前钢铁行业产能依然

严重过剩，山东钢铁在这种环
境下收购并增资钢铁基地存
在一定压力。”长江证券分析
师刘元瑞表示。

虽然如此，但是打造“钢
铁精品基地”的方式，被业界
看作山东钢铁实现主业转型
升级的长远布局。

据悉，日照钢铁精品基地
项 目 建 设 合 计 总 动 态 投 资
393 . 39亿元，主要产品定位于
满足目前海洋、高端制造、建
筑、新兴产业等用户的需求,市
场需求广阔。

“山东钢铁此次定增，正
是看好日照钢铁精品项目良
好的港口资源及可观的铁矿
石及煤炭吞吐量。因此，无论
是从产品提质角度，还是生产
地布局而言，山东钢铁此次举
措可谓治本。”一位业内资深
人士表示。

本报济南11月10日讯
（记者 王茂林） 从山东省
国家税务局网站获悉，近日，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山东省地
方税务局发布了《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试行）》

（简称《办法》），对于达到一定
涉案金额的偷税、逃税、骗税、
抗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虚开普通发票等违法案件信
息将予以公布。

《办法》共计14条，对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公布原则、公布
机关、公布标准、公布内容、管

理措施、公布期限、异议处理
等内容进行了明确。

《办法》规定，对于达到一
定涉案金额的偷税、逃税、骗
税、抗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虚开普通发票等违法案件
信息，予以公布。同时，分别规
定了省、地市级税务机关的公
布标准。

例如，根据《办法》规定，
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
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
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
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

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
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
应纳税款，查补税款金额100
万元以上，且占应纳税额百分
之十以上的税收违法案件信
息，将由各市国家税务局、地
方税务局予以公布；前述税收
违法案件中，查补税款金额达
到300万元以上，且占应纳税
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将由山东
省国家税务局、山东省地方税
务局公布。

根据《办法》规定，公布的
信息将包括违法当事人的名

称（姓名）、组织机构代码（身
份证号码）、主要违法事实、相
关法律依据、行政处理及处罚
情况、实施检查单位等。

《办法》还规定，税务机关
将对涉税案件当事人采取更
加严格的管理措施，如评定为
D级纳税信用等级、限制出境、
任职限制等。同时，税务机关
还将把违法当事人有关信息
向银行、工商等部门通报，供
融资授信、行政审批等参考使
用，使违法当事人“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

第六届绿博会

在青举办

本报济南11月10日讯（记者
廖雯颖） 从省环保厅获悉，11月

14日至16日，第六届“绿色产业博览
会”将在青岛举办，燃煤机组超低排
放技术将成为本届绿博会亮点。

据省环保厅副厅长谢锋告诉记
者，通过先进技术，让燃煤机组污染
物排放达到燃气机组排放水平，特别
是烟粉尘，可以达到接近“零排放”状
态。烟气超低排放技术还可解决燃煤
电厂“煤改气”成本巨大和气源不足的
问题。目前，超低排放技术已在淄博白
杨河电厂试点成功，下一步政府将组
织在全省燃煤电厂中推广，并在资
金、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

深陷巨亏泥潭的山东钢铁终于在这个钢铁行业的冬天迎来曙
光，在停牌数日后终于推出产业转型升级之策，这次押宝的对象是日
照钢铁。上市公司

山钢保壳之战

2013年
●出租：将一条宽厚板生产线转租给济钢集团
●折旧：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账面增加净利润

5 . 45亿元
●卖子：出售旗下济钢国贸和莱钢国贸部分股权，

最终在年内扭亏

2014年
●分流安置：3年内将1万名从事主业的员工向非

主业安置
●高管降薪：集团及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的薪酬

自9月份起执行20%-50%下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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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条新政助推青岛西海岸新区

红红岛岛至至胶胶南南将将建建城城际际铁铁路路
今后去青岛西海岸新区，不仅可以坐观光游艇、买韩国衣服护肤品，还可以吃蓝莓、喝绿茶、品尝美

味菌类。10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我省出台16条政策，助推青岛西海岸新区建设。本报以几大关键词
梳理这16条政策中的几大亮点。

本报记者 孟敏

现现代代农农业业
示示范范区区

董董家家口口经经
济济区区

新新区区中中心心
区区

经经济济技技术术
开开发发区区

保保税税港港区区西海岸新区总体规划图

●特色农业
支持青西新区加快发展蓝莓、绿茶、

食用菌等高效优质特色农业，建设现代
特色农业园区。

●城镇化
泊里镇申报国家级小城市试点。

●贸易
支持先行复制推

广上海自贸区试验成
果，推动自由贸易港
区申建工作。

支持建设中韩创
新产业园，申办中韩
投资贸易博览会。

●渔业
推进近海立体式综合开发，大力发

展远洋渔业、海洋牧场和离岸养殖，建设
国际远洋渔业基地。

●休闲产业
加快发展游艇邮轮产业，建设国际

豪华游艇研发制造及展洽交易中心、游
艇旅游消费休闲中心。

●交通
加快推进青日连铁路建设，尽快开通洋河

至胶南、董家口至奎山段货运通道，尽早开工建
设红岛至胶南城际铁路，实现青日连铁路与青
荣城际铁路、青日连铁路与济青高铁直连互通。

●优惠电价
争取落实对青西新区海洋产业发展实行支持性电价的优惠

政策，逐步推动青西新区涉海企业享受同网同价的用电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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