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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支持
海南全岛建自贸区

4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
上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
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
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
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
制度体系。14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指导意见》发布，意见明
确了海南省发展的具体时间表：
到2020年，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取得重要进展，国际开放度显著
提高；到2025年自由贸易港制度
初步建立，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
流水平；到2035年，自由贸易港
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
熟，营商环境跻身全球前列；到
本世纪中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形成高度市场化、国际
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制度体系，
成为综合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
领先的地区。 综合新华社

59国人员
到海南入境旅游免签

经国务院批准，自今年5月1
日起，在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
境旅游免签政策，进一步支持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适用
国家为：俄罗斯、英国、法国、德
国、挪威、乌克兰、意大利、奥地
利、芬兰、荷兰、丹麦、瑞士、瑞
典、西班牙、比利时、捷克、爱沙
尼亚、希腊、匈牙利、冰岛、拉脱
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
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
尼亚、爱尔兰、塞浦路斯、保加利
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
亚、波黑、黑山、马其顿、阿尔巴
尼亚、美国、加拿大、巴西、墨西
哥、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亚、新
西兰、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
西亚、泰国、哈萨克斯坦、菲律
宾、印度尼西亚、文莱、阿联酋、
卡塔尔、摩纳哥、白俄罗斯。

据新华社

华融资管董事长赖小民
涉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17日消息，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赖小民个人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据人民网

中组部选派283名干部
到西部等地挂职锻炼

近日，中央组织部聚焦脱贫
攻坚，选派了283名干部到西部
地区、老工业基地和革命老区挂
职锻炼。据了解，这批挂职干部
的选派坚持聚焦打好精准脱贫
攻坚战，以事择人、人事相宜，立
足科学精准，以能否承担起脱贫
攻坚任务作为选派干部的重要
标准，派出的干部政治素质好、
年富力强，是各单位的业务骨
干。岗位安排紧紧围绕脱贫攻坚
工作需要，根据中央单位定点扶
贫结对关系，多数到有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分布的市地州
盟挂职，基本形成市一级有“西
老革”挂职干部、贫困县有中央
单位定点扶贫挂职干部、部分贫
困村有中央单位驻村第一书记
的工作格局。 据《人民日报》

电子身份证来了
“网证”首次亮相支付宝

近日，由公安部第一研究
所可信身份认证平台（CTID）
认证的“居民身份证网上功能
凭证”（以下简称“网证”）首次
亮相支付宝，并正式在衢州、杭
州、福州同时试点。据悉，该网
证目前可用于办理公积金查询
等办事业务、购买大巴车票、酒
店入住登记等。网证的领取非
常便捷，打开支付宝“卡包-证
件”，根据提示完成“刷脸”等相
关身份认证，证明是本人，就可
以拥有自己的网证了。使用时，
可以打开网证二维码，通过扫
一扫证明自己的身份。

据新华网

故宫扩建地下“宝库”
6成文物入地保存

近日，“故宫博物院地下库
房改造及通道工程”正式启动，
这是故宫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
次地下文物库房扩建工程。记
者了解到，该工程将在故宫原
一期、二期地库之间加建面积
8285平方米的地库，使地库建
筑总规模达到29073平方米，较
原先扩大近40%。同时，工程还
将建设地库至“西河沿文物保
护综合业务用房”（即文物医
院）地下连接通道。整个工程计
划2020年12月竣工。故宫地下文
物库房是中国国内面积最大、
设备最先进的地下文物库房，
起初便在结构上确保了防水、
防潮和防火的功效。

据《新京报》

企业违规倾倒废渣水
山西环保厅:从严查处

近日，央视财经《经济半小
时》播出《污染大户身边的“黑
保护”》，曝光山西三维集团违
规倾倒工业废渣、排放工业废
水，给沿途村庄百姓带来很大
危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山
西省环保厅表示，要坚决打击
污染企业背后的“保护伞”，严肃
追究不作为、滥作为、失职渎职
人员的责任，对涉嫌违法的要
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迁就。

据人民网

玻璃杯爆炸伤人案开庭
女子诉宜家欺诈索赔百万

近日，备受关注的宜家玻璃
杯爆炸伤人一案开庭，原告王女
士认 为 宜 家 在 明 知 斯 黛 纳

（STELNA）品牌透明玻璃杯有
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仍然销售并
没有提示消费者潜在危险已构
成欺诈，应二倍赔偿，索赔百万。
被告宜家方则举证其销售产品
不存在质量问题，不同意原告诉
求。据悉，2016 年 6 月 20 日，王
女士在宜家购买了斯黛纳品牌
透明玻璃杯，2017 年 5 月 20 日
凌晨，原告起床喝水，向该玻璃
杯中倒入凉白开水，举到嘴边时
突然发生爆炸，原告被炸晕倒
地，失去知觉，经医院诊断其多
处受伤。 据人民网

一季度全国GDP
同比增长 6 . 8%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一季
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初步核
算 ，一 季 度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1987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6 . 8%，国民经济实现
良好开局。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统计
局首次发布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数据显示，1至3月份，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 . 0%、
5 . 0%和5 . 1%，分别比上年同月
下降0 . 2、0 . 4和0 . 1个百分点。一
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
总量为 17441 万人，比上年同期
增加 188 万人，增长 1 . 1%。

据新华社

央行对部分金融机构
降准1个百分点

4月17日傍晚，央行在官网
表示，决定下调部分金融机构
存款准备金率以置换中期借贷
便利。央行表示，为引导金融机
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
度，增加银行体系资金的稳定
性，优化流动性结构，决定从
2018年4月25日起，下调大型商
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
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
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
备金率1个百分点；同日，上述
银行将各自按照“先借先还”
的顺序，使用降准释放的资金
偿还其所借央行的中期借贷便
利（MLF）。

所谓中期借贷便利，一般
是指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
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
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
行、政策性银行。 据《新京报》

贾跃亭妻子甘薇
被列入“老赖”名单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信
息显示，在与中泰创展的14亿
债务纠纷中，甘薇、贾跃亭及乐
视控股均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
情形为违反财产报告制度。信
息显示，贾跃亭已经 7 次被列
为失信被执行人，乐视控股为 6
次，甘薇是首次被列入。这意味
着在国内的甘薇将在乘坐火
车、飞机、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
等方面受到限制。

截至4月3日最新披露，关
联方对乐视网所欠的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为47 . 258亿。

据《新京报》

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
升至5 . 51%

据融3 6 0监测数据显示，
2018年3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
利率为5 . 51%，相当于基准利率
1 . 124倍，环比2月上升0 . 92%，同
比去年 3 月首套房贷款平均利
率 4 . 46% 上升了 23 . 54%。

据统计，2018 年 3 月在全
国 35 个城市 533 家银行中，有
98 家银行分（支）行首套房贷款
利率上升，占比为 18 . 39%，较上
月新增 45 家银行分（支）行；有
417 家银行分（支）行首套房贷款
利率与上月持平，占比 78 . 24%。
值得关注的是，在全国 19 家主
要银行中有 17 家银行首套房贷
款利率已超过基准上浮 10%。

据《北京日报》

科学家首次摸清中国陆地
生态系统固碳“家底”

在2001-2010年期间，我国
陆地生态系统年均固碳2 . 01亿
吨，相当于抵消了同期中国化
石燃料碳排放量的14 . 1%；其
中，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是固碳
主体，贡献了约80%的固碳量，
农田和灌丛生态系统分别贡献
了12%和8%的固碳量，草地生态
系统的碳收支基本处于平衡状
态。这一最新研究成果来自中
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
及相关问题”之“生态系统固
碳”项目群。 据新华社

北斗定位精准至“厘米级”
高精度“赋能”全社会

过去5年，一颗又一颗火箭
划破苍穹，将北斗卫星送上太
空，这标志着我国距离“2020年前
后北斗将最终完成全球组网，形
成全球覆盖的能力”的目标更进
一步。随着北斗卫星“上天”，北
斗产业也正加速“落地”。

当前，北斗系统在汽车前
装市场、智能手机、高精度应用
等五大方面实现了产业化突破
和跨越式发展。北斗地基增强
系统在全国建立了超过1800个
地基增强站。在天上北斗卫星
和地上“一张网”的支持下，可
精准至“厘米级”的北斗高精度
定位服务有望“赋能”各行各业
转型升级。 据《经济日报》

空军歼-10C战机担负
战斗值班任务

中国空军新型战机歼-10C
于16日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
标志着空军攻防作战体系进一
步完善，有效履行使命任务能
力进一步提升。歼-10C是中国
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改进型超音
速多用途战斗机，配装先进航
电系统及多型先进机载武器，
具备中近距制空和对地面、海
面目标精确打击能力。2017年7
月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9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

据新华社

航母编队实兵对抗
歼-15和直升机轮番起降

4月12日参加中央军委在
南海海域举行的海上阅兵后，
辽宁舰编队迅即从阅兵场奔赴
训练场。航行一路，训练一路，
对抗一路。航母编队重点围绕
作战体系构建与运用、突破潜
艇伏击区、远海制海制空作战、
编队指挥所训练等多项内容展
开训练。

辽宁舰歼-15舰载战斗机
和直升机轮番起飞、降落、加
油、再次起飞，甲板上各岗位官
兵紧张高效地保障舰载机的出
动率。各属舰不断变换与保持
防空、防潜、综合防御队形，高
效担负各自任务，探索了航母
编队远海作战体系构建和组织
指挥方法。 据新华社

美前总统老布什夫人逝世
终年92岁

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
沃克·布什（老布什）的办公室
当地时间18日宣布，老布什的
妻子芭芭拉·布什逝世，终年92
岁。芭芭拉·布什一直被认为是
布什家族这个美国显赫政治家
族的核心人物。因丈夫老布什
和儿子小布什都当过美国总
统，芭芭拉被一些媒体称作美
国“第一祖母”。她也是唯一一
位见证了丈夫和儿子的总统就
职仪式的美国女性。

据人民网

朴槿惠案本人放弃上诉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16日向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递交放弃上
诉声明书，但检方先前提起上
诉，朴槿惠“亲信干政”案仍将
二审。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6日一
审认定，检方起诉朴槿惠的18
项罪名中16项成立，包括收受
贿赂、滥用职权、胁迫企业等多
项核心罪名，从而判决朴槿惠
24年监禁和180亿韩元罚金（约
合1 . 06亿元人民币）。上诉截止
期限为本月13日，朴槿惠没有在
期限内提起上诉，而由胞妹朴槿
令代为上诉。韩联社报道，依照
韩国刑事诉讼法，被告的配偶、
直系亲属、兄弟姐妹或是一审代
理人和辩护人可以代替被告提
起上诉。由于朴槿惠本人16日提
出放弃上诉，意味着朴槿令先前
的上诉失去法律效力。

据新华社

俄罗斯挫败
一起系列恐袭图谋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网站17
日发布消息说，执法人员发现
并捣毁一个支持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的团伙。这一团伙受

“伊斯兰国”指使，密谋使用枪
支和简易爆炸装置在罗斯托
夫州发动系列恐怖袭击。消息
说，执法人员在行动中逮捕了
该团伙3名成员，从他们身上
查获枪支、弹药、自制炸弹、通
信设备和“伊斯兰国”宣传材
料等。该团伙头目拒捕并引爆
自制炸弹身亡。 据新华社

美国一客机发生引擎爆炸
事故致1死7伤

当地时间4月17日，美国西
南航空一架从纽约飞往达拉斯
的航班因引擎爆炸紧急迫降费
城，机上载有143名乘客和5名
机组人员，事故已造成一名女
性死亡，7名乘客受伤。

据乘客描述，飞机引擎爆
炸后打破了窗户，一名乘客因
此被“吸”出窗外，后被周围乘
客拉回。引擎爆炸后，该客机紧
急迫降至费城的机场，当地消
防部门立即对乘客进行了撤离
和救治。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
员会的官员尚未透露遇难女性
的具体死因。 据人民网

老布什和芭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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