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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起我国将
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近
日印发公告，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8年7月1日起，将税率分别为
25%、20%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
15%，降税幅度分别为40%、25%；
将税率分别为8%、1 0%、1 5%、
20%、25%的汽车零部件关税降
至6%，平均降税幅度46%。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
国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此次降低
汽车进口关税是我国进一步扩
大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相当幅
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将有利于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汽
车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引
导汽车产品提质增效，丰富国内
市场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
需求，给国内消费者带来更丰富
更实惠的消费体验。 据新华社

团中央规范
中学生18岁成人仪式

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全
国中学生18岁成人仪式规范（试
行）》（以下简称《规范》）。《规范》
明确了成人仪式的10项基本程
序，活动时间原则上安排在“国
家宪法日”（12月4日）举行。各地
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在五四
青年节或当地确定的“成人节”

“成人宣誓日”举行。举行成人仪
式的地点既可以在校内，也可以
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
基地、社会实践基地、志愿服务
基地等有教育意义的校外场所。
成人仪式的标志造型由阿拉伯
数字“18”组成飞鸟展翅的形象。

据新华社

我国简化外企设立程序
实现无纸化零见面零收费

记者从国新办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获悉，我国简化外
资企业设立程序，将实现“无纸
化”“零见面”“零收费”。根据国
务院要求，今年6月底前实现外
商投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
记“一口办理”。“一口办理”主要
是指地方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
门两个部门的信息系统打通，实
现两部门数据共享。外资企业或
者外国投资者通过登录各地市
场监管部门网站上的“单一窗
口”，在线填写“单一表格”，就可
以同时办理商务备案和工商登
记手续，整个过程“无纸化”“零
见面”“零收费”，不用跑两个部
门，也不用重复填报信息，节约
时间成本、人力成本。

据新华社

我国开展固体废物大排查
责任不落实者将被追责

据悉，我国将在全国开展固
体废物大排查，以严厉打击固体
废物非法转移倾倒违法犯罪行
为，坚决遏制固体废物非法转移
高发态势，加强危险废物全过程
监管，有效防控环境风险。对产
生危险废物的，产生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量大、危害大的，以及垃
圾、污水处理等相关行业，各级
生态环境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
要求企业细化管理台账、申报登
记，如实申报转移的固体废物实
际利用处置途径及最终去向，并
依据相关法规要求公开产生固
体废物的类别、数量、利用和处
置情况等信息。 据新华社

高仿医院频现
百度:已实行广告屏蔽保护

距离魏则西事件两年后，百
度医疗搜索再次被关注，报道称
百度存在搜索公立医院出现民
营医院、搜索疾病名称出现多个
广告、搜索到的医院存在术中加
价等不规范问题……近日，百度
方面回应了上述问题，称百度严
格进行医疗广告的资质审查，坚
决不允许医院以“三甲医院”的
名义及名称投放广告，且百度已
对 1000 家知名三甲医院进行广
告屏蔽保护。 据《北京青年报》

我国加快清退不合格网约车
屡罚不改将撤销许可

近日，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
司副司长蔡团结指出，加快清退
不合格的车辆和人员，确保平台
上注册的车辆和人员与实际的
车辆、人员一致，并取得相应的
资质，确保老百姓的安全。推进
诚信体系建设，实施联合的惩戒
名单。对一些严重失信的企业，
以及相关的法人和经营人员，采
取黑名单制度。今年七月底将完
成网约车信息保质保量完整地
传输监管平台。同时，对于屡次
处罚不改的企业，将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实施联合的信用惩
戒，同时对于情节严重的，将启
用对相关许可的撤销。

据新华社

浙江禁用 QQ 微信
给学生荣誉评选拉票刷票

“网络投票引发的刷票、拉
票行为诱导学生投机取巧、助长
功利之心，与学校的育人目标背
道而驰。”近日，浙江省教育厅有
关负责人证实，浙江省教育行政
部门已要求各市、县（市、区）教
育局，坚决禁止各高校用 QQ
群、微信给学生荣誉评选刷票、
拉票的行为。浙江省教育行政部
门还加强了对社会培训机构的
管理，以及同社会团体组织的沟
通工作，要求对涉及学生和幼儿
的微信、QQ 等网络投票活动，
应事先征得所在辖区教育行政
部门的同意。学校和幼儿园要引
导家长和学生不参加各类社会
机构组织的面向学生、幼儿的网
络投票评选活动。

据《中国青年报》

中国即将全面消除疟疾
近日，在 71 届世界卫生大

会上，中国、斯里兰卡和缅甸三
国联合举办“努力实现全民健康
覆盖——— 国家主导的消除疟疾
行动”边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副主任崔丽表示，中国政
府响应全球根除疟疾倡议，2017
年已经首次实现无本地感染病
例报告，即将成为全面消除疟疾
的国家。中国已经制订了消除疟
疾的行动计划，提出了到 2020
年全国实现消除疟疾的目标。

疟疾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危害人类健康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人民身体健康的重点传染病。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报告，2016 年
全球估计疟疾新发病人数 2 . 16
亿，较 2015 年增加了约 500 万
例，全球疟疾防控工作仍然任重
道远。对此，崔丽表示，中国愿意
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加大对发
展中国家疟疾防控和消除的支
持力度。 据新华社

法院判售假者上淘宝
说“对不起” 系全国首例

近日，一则致歉声明“现
身”淘宝网首页公告栏，引来关
注。“我们的售假行为损害了消
费者的利益和淘宝网的商誉，
在此我们向平台的消费者、其
他诚信经营的商家、淘宝网致
歉。”发出致歉声明的谢某某、
张某某是售假者，还有一位苏
某某则是售假账号的提供者。

2017年8月，谢某某、张某
某被淘宝网以恶意售假损害商
誉为由告上法庭。一同被推上
被告席的，还有为售假提供账
号的苏某某。今年3月，义乌市
法院作出判决：三被告赔偿淘
宝网损失1万元、合理支出（律师
费）2 . 5万元，并在淘宝网主页上
刊登赔礼道歉声明。据悉，这是
全国首起以侵权为由提起的电
商打假案，也是首起判决售假
者在电商平台致歉的案例。

据人民网

“维卡币”传销组织
涉案金额达150余亿

近日，湖南省株洲县检察
院将公安部督办的“3·15”维卡
币特大网络传销案第三批次的
最后4名涉案嫌疑人向法院提
起公诉。据悉，该案历时二年，
株洲县检察院共审查起诉106
人，提起公诉98人，追缴涉案款
项近17亿元人民币。据悉，截至
今年5月，该传销组织已在我国
境内发展7条下线、27个资金池
账户、会员层级140余层、注册
会员账号200余万个，涉案金额
达150余亿元人民币。

据《检察日报》

嫦娥四号中继星成功发射
将搭建地月“鹊桥”

近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
箭，成功将探月工程嫦娥四号
任务“鹊桥”号中继星发射升
空。这是世界首颗运行于地月
拉格朗日L2点（简称地月L2点）
的通信卫星，后续，“鹊桥”将经
中途修正、近月制动和月球借
力，进入月球至地月L2点的转
移轨道，通过３次捕获控制和修
正后，最终进入环绕地月L2点
的使命轨道，地月L2点是卫星
相对于地球和月球基本保持静
止的一个空间点。 据新华社

“华龙一号”吊装穹顶
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

术“华龙一号”的广西防城港核
电3号机组，同时也是“华龙一
号”在英国的参考电站在23日
清晨开始核岛封顶，也就是穹
顶吊装工作。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是当今
世界核电领域在建设中的最为
先进的核电技术之一。防城港核
电 3 号机组作为华龙一号未来
在英国建设的参考电站，于 2015
年 12 月开工，计划 2020 年建成
投产。穹顶吊装意味着华龙一号
机组将从土建阶段转入设备安
装阶段，也是核电建设中最为重
要的节点之一。 据央视新闻

高性能条纹相机研制成功
国家重大科研装备、我国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条
纹相机近日在西安宣布研制成
功。植物的光合作用过程、超大
规模集成电路产生的电脉冲、
激光 器 产 生 的 超 短激光 脉
冲……超快现象广泛存在，相
关研究对自然科学、能源、材
料、生物、光物理、光化学、激光
技术、高能物理等领域具有重
要意义。而条纹相机是一种超
高速探测器，能捕获极短时间
内发生的光发射现象。

据新华社

三方支付强监管延续
今年罚单已超30张

三方支付行业强监管态势
延续。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
央行各分行、支行公布的第三方
机构罚单超30张，逾25家支付公
司“踩雷”。今年以来，支付行业
最大“罚单”也于近日诞生———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对智付电子支付有限公司开出
的罚单显示，没收违法所得约
1108万元，并处罚款约1453万元，
罚没金额合计约2561万元。

在央行的强监管风暴之
下，第三方支付行业正在加速
洗牌。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支付
市场的牌照数量仍然过多，随
着监管的强化，支付行业走向
规范是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
中部分不合规的机构将逐渐被
淘汰。 据《经济参考报》

军事

歼-20可为轰-6K
执行进攻性前伸护航

近日，苏-35战机首次与轰
-6K战机编队飞越巴士海峡，双
向绕飞台岛巡航。目前我国的
航空装备体系主要以三代机为
主题，四代机为骨干。歼-20是
我国新一代隐身飞机，主要发
挥尖刀的作用，可穿透对方的
防控体系，对对方空中作战体
系中至关重要的目标进行打
击。歼-20的优势在于进攻，而
不是防御，即使歼-20要掩护轰
-6K执行护航任务，也会以进攻
性制空作战的方式进行前伸护
航，为轰-6K形成一个屏障，确
保其安全。 据人民网

俄研制药剂
帮航天员“冬眠”

俄罗斯前景研究基金会项
目组负责人阿纳托利科夫通
称，目前俄罗斯科学家正在研
发一种制剂，来帮助进行长期
星际飞行的宇航员进入“冬眠”
状态。

科夫通透露，该项目致力
于研发出一种药物制剂，可以
使人进入人工的机能减退状
态，这种状态和熊的冬眠状态
比较相似。他指出，将人体进入

“冬眠”的方法适用于对深太空
和太阳系其它星球的开发领
域，因为宇航员只有在减少对
氧气和能源资源的消耗量的前
提下，才能完成长期的星际航
行和探索任务。 据环球网

特朗普说美朝领导人会晤
可能会推迟

美国总统特朗普2 2日表
示，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的会晤可能会推迟。他说，如
果会晤没有在既定时间举行，
或许会在晚些时候举行，目前
正在沟通中。特朗普还说，美方
为会晤设置了“条件”，如果美
方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会晤就
不会举行。

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
冠曾表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博尔顿此前提出以

“先弃核、后补偿”为原则的“利
比亚弃核模式”等主张，不是有
意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而是企
图在朝鲜身上重演把国家完全
交给大国而崩溃的利比亚或伊
拉克的命运。如果特朗普政府
想强迫朝鲜单方面弃核，朝方
或将重新考虑是否参加朝美领
导人会晤。 据新华社

默多克长子
将接掌“传媒帝国”

传媒大亨鲁珀特·默多克
旗下21世纪福克斯公司说，这
家企业把重要资产出售给华特
迪士尼公司后，默多克长子拉
克伦·默多克将出任新组建企
业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这
意味拉克伦已被指定为默多克
商业帝国的接班人。他将领导
的新企业包括福克斯新闻台、
福克斯商业新闻电视台和多个
体育台；老默多克将出任联席
董事长，预计将主抓新闻和体
育节目。 据新华社

特梅尔放弃竞选总统连任
巴西政府高级官员表示，

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将放弃竞
选连任的计划，支持同属巴西
民主运动党的前财政部长恩里
克·梅雷莱斯作为党派总统候
选人。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受腐
败调查和低就业率影响，特梅
尔支持率仅为4%。71%的巴西人
认为特梅尔政府表现不佳，88%
的受调查者表示不支持他连
任。鉴于支持率持续下跌，特梅
尔承受党内压力。 据新华社

女秘书留300万欧遗产
给老贝

意大利政治家贝卢斯科尼
从意大利总理府总秘书处的前
女雇员安娜那里得到300万欧
元遗产。88岁的安娜没有子女
和丈夫，去世后留下遗嘱将其
名下3处大型房产设施以及2个
银行账户全部交给她此前曾共
事过的贝卢斯科尼。律师表示，
她为贝卢斯科尼“留遗产”的原
因是“对多年的共同合作表示
感谢”。2013年，贝卢斯科尼被
裁定犯有税务欺诈罪，被禁止6
年内在公共职位任职。今年3月
4日，他却重返政坛并成为议会
议员。5月，米兰法院裁决解除
对他的禁令。 据《环球时报》

默多克与长子(左)和次子(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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