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2日凌晨， 在鸡西站西场， 工作人员进行清雪作业。 黑龙江省鸡西市气象局于11月22日03时50分
将暴雪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雪红色预警信号。 为保障当地物资运输畅通、 居民出行便利， 鸡西市相关部
门迅速组织除雪力量， 一夜无眠的 “逆行者” 在暴雪中用自己的辛苦付出， 保障城市有序运转和居民正常
生活。 新华社发

彰显税法公平 不让网络直播成为税收“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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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21日表示， 他于当天接种了第三
剂新冠疫苗。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1日发布
的消息， 普京当天在会见俄 “加
马列亚” 流行病学与微生物学国
家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斯·洛古
诺夫时表示， 根据该中心建议，
他当天接种了第三剂新冠疫苗。

普京说， 他接种的是 “卫星

Light” 新冠疫苗， 接种后身体感
觉良好。

普京还表示， 他愿意参加该
中心正在进行的有关鼻喷新冠疫
苗的试验。

据报道， 俄罗斯已注册5款
俄制新冠疫苗 ， 包括 “卫星V”
和 “卫星Light” 等。 普京于今年
3月和4月分别接种第一剂和第二
剂 “卫星V” 新冠疫苗。

普京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

22日， 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
门公布了拟对网络主播朱宸慧、
林珊珊偷逃税的处罚结果。 二人
因偷逃税款 ， 将被依法追缴税
款、 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分别计
6555.31万元和2767.25万元。

对此， 专家学者普遍认为，
税务部门的处理彰显税法公平，
网络主播等新兴业态从业人员在
行业高速发展过程中， 需同步提
升税法遵从度， 承担与收入相匹
配的社会责任。

据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 朱宸慧、 林珊珊在
2019年至2020年期间， 通过设立
多家个人独资企业， 虚构业务将
个人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所得转

换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所得，
偷逃个人所得税， 将被依法追缴
税款、 加收滞纳金并处以偷税金
额1倍的罚款。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
心主任施正文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 在本案中， 税务部门查实当
事人偷逃个人所得税的行为， 根
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 依法进行
处理， 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
威性。

“与此同时， 税务部门考虑
到当事人在税务稽查立案后较为
配合， 在案情查实前主动补缴部
分税款， 具有主动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等情节， 依法对二人作
出拟处偷税金额1倍罚款的决定，

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和适当性，
对于网络直播等新兴业态规范发
展将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施
正文说。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学部教授许正中表示， 这些
针对 “流量经济” 的规范监管，
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
义务 ， 网络直播不能成为税收
“灰色地带”。专家认为，此次税务
部门依法依规对网络主播税收违
法行为进行查处， 并非对平台经
济进行“打击”，而是通过规范监
管， 推动网络直播行业在公平公
正的环境下健康、持续发展。

“近年来， 直播带货等网红

经济快速兴起， 伴随其市场规模
不断扩张、 从业群体日益庞大，
网红经济中复杂的业务形态、 盈
利模式、 劳务关系等， 给行业监
管带来考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认
为， 此次税务部门依法对两名主
播偷逃税违法行为作出处理， 警
示网红等高收入群体在享受新兴
业态红利的同时， 更要提高依法
纳税意识， 切实履行法律义务，
承担社会责任。

专家认为， 要不断加强对网
络主播的教育提醒， 引导其自觉
加强法律法规学习， 提高依法纳
税意识 ， 充分发挥正向带动作
用， 促进网络直播等行业向更加

规范健康的方向发展。
“直播带货等网红经济具有

高流动性、 强虚拟性、 高技术性
等特点， 对政府部门监管提出更
高、 更新的要求。” 广东财经大
学教授姚凤民建议， 要继续充分
发挥税收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精
准查处偷逃税行为， 加速推动税
收征管数字化转型升级。

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李春根
认为， 网络直播行业秩序的引导
规范亟需全社会、 各部门综合治
理， 形成合力。 要加快构建 “政
府—行业—平台” 监管、 从业人
员自律相结合的良性体系， 推动
行业在规范中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21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数
据显示， 美国今年的新冠死亡病
例数已超过2020年全年。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
的数据显示， 截至21日， 美国自
疫情暴发以来累计新冠死亡病例
为771108例。 这相当于美国今年
已有385765例新冠死亡病例， 超
过了2020年全年的新冠死亡病例
数。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
最新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 美国
2020年全年有385343例新冠死亡
病例。 由于缺乏足够的检测能力
确认死因， 据信美国2020年的官
方统计新冠死亡病例数低于实际
新冠死亡病例数。 美国是目前全
球新冠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数最
多的国家。 美疾控中心21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 美国累计确诊新冠
病例47587441例。

美国今年新冠死亡病例数已超2020年全年

新华社电 记者从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获悉， 该院22日
开庭审理了被告人梁永平涉嫌犯
侵犯著作权罪一案， 并当庭作出
一审判决， 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
被告人梁永平有期徒刑三年六个
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
元；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扣押在
案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等予
以没收。

经审理查明 ， 自2018年起 ，
被告人梁永平先后成立武汉链世
界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快译星科
技有限公司， 指使王某航 （另案
处理 ） 雇佣万某某 、 徐某 、 熊
某 、 姜某某 、 田某 、 温某 、 文
某 、 王某如 、 胡某某 、 阳某某
（上述人员均另案处理） 等人作
为技术、 运营人员， 开发 “人人
影视字幕组 ” 网 站及Android、
IOS、 Windows、 MacOSX、 TV

等客户端 ， 由谢某洪 （另案处
理） 等人组织翻译人员， 从境外
网站下载未经授权的影视作品，
翻译 、 制作 、 上传至相关服务
器， 通过所经营的 “人人影视字
幕组” 网站及相关客户端向用户
提供在线观看和下载服务。

经审计及鉴定， “人人影视
字幕组” 网站及相关客户端内共
有未授权影视作品32824部 ， 会
员数量共计约683万。

期间， 被告人梁永平以接受
“捐赠”的名义通过涉案网站及客
户端收取会员费；指使谢某翔（另
案处理） 以广西三江县海链云科
技有限公司等公司的名义， 对外
招揽广告并收取广告费用； 指使
丛某某（另案处理）对外销售拷贝
有未授权影视作品的移动硬盘。

经审计， 自2018年1月至案
发， 通过上述各渠道， 非法经营

额总计人民币1200余万元。 2021
年1月6日， 被告人梁永平在其居
住地被公安人员抓获归案， 到案
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上海三中院经审理认为， 被
告人梁永平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
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他人作
品， 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其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依
法应予惩处。 在共同犯罪中， 被
告人梁永平起主要作用 ， 系主
犯 ， 应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
织、 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被告
人梁永平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 系坦白， 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梁永平到案后自愿认罪认
罚， 并预缴了部分罚金， 可以从
宽处理。 综合本案的犯罪事实、
性质、 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等， 决定对梁永平从轻处罚， 遂
作出上述判决。

“人人影视字幕组”侵权案一审宣判

———专家学者解读查处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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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以色列希伯来大
学21日在其网站公布的一项研究
结果显示， 使用秋水仙碱治疗新
冠重症患者有助于降低新冠死亡
率。

秋水仙碱是一种生物碱， 从
百合科植物秋水仙中提取而来。
它是一种廉价且古老的药物， 有
很强的抗炎作用， 广泛用于痛风
等炎症疾病， 但过量服用秋水仙
碱容易引起中毒。

新研究由希伯来大 学 和 以
色列哈达萨医疗中心研究人员

共同进行， 研究成果近期已发表
在 《欧洲内科学杂志》 上。 结果
显示 ， 使用秋水仙碱治疗新 冠
重 症 患 者 后 ， 患 者 病 情 得 到
显 著 改 善 ； 与 不 使 用 该 药 治
疗的患者相比， 使用秋水仙碱治
疗 的 新 冠 患 者 死 亡 率 下 降 了
50%。

研究人员表示， 秋水仙碱在
治疗新冠感染方面的有效性是一
项重要发现， 如果在进一步研究
中得到证实， 将有助于降低新冠
死亡率。

以色列研究称秋水仙碱有助降低新冠死亡率

委内瑞拉执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大幅领先
新华社电 委内瑞拉国家选

举委员会21日宣布， 委执政党统
一社会主义党在当天举行的地方
选举中大幅领先。

委内瑞拉21日举行全国州长
和市长选举 。 根据委国 家 选 举
委员会当晚发布的初步选举结
果， 统一社会主义党在州长选举
中已赢得全国23个州中的20个，
选举投票率达41.8%。 市长选举

结果将于22日公布， 外界普遍预
测统一社会主义党仍将保持领
先。

在本届地方选举中， 2000多
万选民通过投票选举产生23个州
的州长和335名市长， 多数反对
党派参加了选举。 整个投票过程
平稳有序， 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的300多名国际观察员监
督了选举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