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闻

年 月 日

2018 7 12

5
国内视窗

外交部回应美方公布拟对中国 2000 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

中方将作出必要反制维护正当合法权益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月11
日在回应美方公布拟对中国2000
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时
说，这是一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
义，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强权与
规则之战。中方将和国际社会一
道，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共同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答问时说，美方行为是典型的贸
易霸凌主义，中方将作出必要反

制，坚决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华春莹说，当今时代，各国经
济不同程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
值链，彼此之间相互依存、兴衰相
伴。立己达人方是正确选择。如
果固守“零和博弈”的过时思维，
任性挑起贸易战，不仅损害当事
双方利益，也伤及全球产业链上
的各方利益，不会有赢家。中国
货物出口的40%，高科技产品出
口的三分之二都是在华外资企业

实现的。
“美方是在向全世界开火，也
在向自己开火。多位国际经济界
权威人士的有关表态也充分表
明，美方失去理性的行为十分危
险，害人害己，不得人心。”华春莹
说。
她说，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
坚决抵制单边主义，反对保护主
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
易规则。“这是作为负责任国家应

有的担当和责任”。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1日就美
方公布拟对我2000亿美元输美产
品加征关税清单发表谈话。
发言人指出，美方以加速升
级的方式公布征税清单，是完全
不可接受的，我们对此表示严正
抗议。美方的行为正在伤害中
国，伤害全世界，也正在伤害其自
身，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是不得
人心的。

发言人表示，中方对美方的
行为感到震惊，为了维护国家核
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中国政
府将一如既往，不得不作出必要
反制。与此同时，我们呼吁国际
社会共同努力，共同维护自由贸
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共同反
对贸易霸凌主义。与此同时，我
们将立即就美方的单边主义行为
向世界贸易组织追加起诉。
（据新华社）

社会广角

亚洲航空气象中心
正式运行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由中国民用航空

局、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三方联合建设的亚
洲航空气象中心11日正式启动运行。
民航局空管局局长车进军表示，亚洲航空气
象中心将面向亚洲区域航空气象服务要求，特别
是满足我国民用航空的发展需求，适应国际民航
组织未来面向全球航空气象服务布局的战略调
整，为亚洲区域内的气象监视台、空管用户和航
空企业提供航空气象服务。
据介绍，每日早晨六时，亚洲航空气象中心
开始分析和制作亚洲危险天气例行咨询产品，对
区域内未来六小时可能影响航空运行的雷暴、颠
簸、积冰、沙暴、尘暴和山地波进行专业详细的预
报；此后，每三小时制作一份例行咨询产品，不定
时制作非例行咨询产品等。

海关总署提醒
慎由境外直邮购买
爱他美婴儿配方乳粉

工信部要求电信企业
向用户按月推送账单信息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11日从工信

部获悉，针对社会反映的手机不明扣费等问题，
工信部要求基础电信企业下月起以短信方式按
月向用户主动推送通信账单信息。
针对骚扰电话问题，工信部已联合十余个相关
部门制定了专门方案，近期即组织开展综合整治骚
扰电话专项行动，加强通信业务和资源管理，严控
骚扰电话传播渠道，增强技术防范能力，加强骚扰
电话的预警、监测、识别和拦截。工信部表示，对媒
体报道所涉灰色利益链条上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工信部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置。

针对有媒体报道法国达能
集团旗下爱他美（aptamil）婴儿
配方乳粉在英国引起婴儿呕吐
及胃肠不适症状，海关总署 7
月11日发布通报称，报道涉及
的相关产品还没有通过一般贸
易渠道进口到中国。
通报说，经与相关企业联
系核实有关情况，海关确定该
报道中涉及的婴儿配方乳粉为
达能集团供应欧洲市场的产
品，未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
到中国，该集团也未通过跨境
电商形式将该产品引入中国市
场。目前，该集团正在对问题
发生的原因进行调查。
海关总署提醒消费者谨慎
从境外通过直邮等方式购买该
产品。
（新华）

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主犯许超凡
被从美国强制遣返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11日，在中央反

7月 11日，在福建省宁德
市蕉城区，武警官兵用绳索拖动
倒伏树木

杭州
“声呐电子警察”
抓拍整治汽车乱鸣喇叭

杭州交警近日在市区部分
道路试点安装了“声呐电子警
察”违法鸣喇叭抓拍设备，整治
司机乱鸣喇叭违法行为。
机动车司机乱鸣喇叭是一
个较为普遍的驾驶陋习。依靠
执勤交警人工判断进行查处，
即使认准了目标，也面临着取
证困难等问题。
“声呐电子警察”设备通过
采集声音信号和车辆图像信号
的方式，经过系统后台自动检
测识别，对违法鸣喇叭车辆进
行精准查控，有效辅助交警进
行现场执法。
（新华）
公安破获 300 余起
赌球刑事案件

记者7月11日从公安部了
解到，针对世界杯足球赛期间
赌球活动多发情况，公安机关
对各类赌球活动强化精准打
击。世界杯开赛以来，各地侦
破赌球刑事案件 300余起、打
掉赌球团伙 100多个，涉案金
额逾10亿元。
据了解，今年初，各地公
安机关加大专项打击力度，重
点关注研判网络赌博及赌球
活动线索，在世界杯开赛前已
侦破网络赌博刑事案件 2500
余起，打掉了一大批网络赌球
团伙及平台，查扣冻结涉赌资
金逾 30亿元。公安部有关负
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依
法深入打击惩治各类赌博违
法犯罪。
（新华）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泰宇电动车行不
慎遗失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年03月10日核发的《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50581600723440，特此声明作
废。
石狮市泰宇电动车行
2018年7月12日

遗失声明
兹有泉州市高达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石狮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7年8月15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3505810732147392，
特此声明作废。
泉州市高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2日

应对台风
“玛莉亚”

国家减灾委对闽浙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1日电
记者11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
针对今年第8号台风“玛莉亚”给
福建、浙江两省造成的严重灾害
影响，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紧
急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11日16时，“玛莉亚”台风
灾害共造成福建省宁德、福州、南
平、厦门、莆田等8市62个县（市、
区）23.8万人受灾，17万人紧急转
移安置，700余间房屋不同程度损
坏，直接经济损失2.4亿元；造成浙

江省温州、台州2市15个县（市、区）
34万人受灾，29.9万人紧急转移安
置，农作物受灾面积800余公顷，直
接经济损失2.5亿元。具体灾情目
前仍在进一步核查统计中。
据了解，应急管理部前期派
出的预警响应工作组就地转为国
家救灾应急响应工作组，在受台
风影响最为严重的福建宁德、浙
江温州实地查看灾情，全力指导
和协助地方开展应急救灾各项工
作。灾害发生后，福建、浙江两省
减灾委、民政厅均紧急启动省级

自然灾害救助Ⅲ级响应，福建省
紧急下拨省级救灾资金 2000万
元，省民政厅派出工作组分赴宁
德、福州等地，开放避灾安置点
2130个，向重点防区预置抢险救
灾兵力19928名，省消防总队出警
39起，出动车辆36辆、人员194人
次。浙江省拟紧急下拨省级救灾
资金2300万元，全省已启用各级
避灾安置场所2398个，温州市投
入生活保障金238万元，县级下拨
价值近300万元物资，市消防支队
共接警50起，出动警力51车222

人，搜救被困人员8人。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黄明强
调，“玛莉亚”台风是今年以来正
面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强度强、
移速快、影响大，要全力以赴做好
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消防部队要
充分发挥应急救援主力军作用，
要针对这次台风特点和可能引发
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
害，在应急救援力量部署上做好
充分准备。要与地方党委和政府
以及气象、国土、水利、交通等部
门，加强沟通协调和分析研判。

“科研玉米”
被村民偷摘 大学生毕业论文受影响
据新华社长沙7月11日电 近
日有网友反映，湖南农业大学浏阳
实习基地的玉米被当地村民偷摘，
导致实验数据无法接续，甚至可能
影响学生毕业。
记者了解到，湖南农业大学浏
阳教学科研综合基地，位于浏阳市
沿溪镇，承担了一批国家和省部级
科研项目，每年有6个专业300余
名学生在基地进行综合实习。
7月7日下午4时许，浏阳市沿
溪派出所接到报案称，有村民正在
该基地偷摘玉米，警方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处置。
9日晚沿溪镇政府通报称，据
初步调查，被村民损毁的试验田约
占全部玉米试验田的30％，涉事4
人都是基地附近的中老年妇女，已
被有关部门依法询问。
湖南农业大学10日发布通报表
示，现场勘查发现，共有1725份玉米
科研材料被损毁，导致2015级农学
专业一班作物学科研技能竞赛无法
继续，一位秦姓学生因试验材料损毁
而无法完成毕业论文，一位农学院罗
姓教授科研试验得不到结果。

湖南农业大学一位老师表示，
被村民偷摘的玉米都是经过学生
和老师精心设计的。“眼看试验成
果马上就要出来了，没想到却遇到
这种事情。如果偷玉米的村民把
它们拿到集市上卖，最多只能卖一
两块一斤，但这些玉米不能简单用
金钱来衡量。”
事发后，沿溪镇党委、政府迅
速组织当地村、组召开村民小组会
议，组织归还被盗物品。目前已归
还玉米棒近百个，未发现被盗玉米
流入市场。

沿溪镇政府还表示，对此次事
件给湖南农业大学涉事师生造成
的损失深表歉意。镇村将积极与
湖南农业大学浏阳教学实习基地
协商，完善基地防护隔离网、提示
牌，组织治安巡防队与基地师生一
起加大巡逻力度，确保该基地教学
科研工作有序进行。
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负责人
及相关人员也已赶赴浏阳，与当地
政府积极沟通，协商解决方案，同
时将加大基地安保建设和科普宣
传力度。

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
协调下，在中美两国执法等部门通力合作下，外
逃美国17年之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许超凡被强
制遣返回国。
许超凡，男，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原行
长，涉嫌贪污挪用中国银行资金 4.85亿美元，
2001年外逃美国，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
令。经中美执法部门合作，许超凡于2003年被美
方羁押，并于2009年在美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领导下，中央追逃
办统筹各方力量，发挥外交、司法、执法、反洗钱和
反腐败等部门和广东省作用，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开
展了长达十多年的追逃追赃工作。中美执法合作
联合联络小组反腐败工作组将许超凡案确定为两
国重点追逃追赃案件，双方密切协作，全力推进。
在中美执法合作强大压力和政策感召下，许终于接
受遣返安排。截至目前，办案单位和中国银行已
从境内外追回许涉案赃款20多亿元人民币。

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
受贿、
内幕交易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石家庄7月11日电 河北省邯郸市

中级人民法院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受贿、内
幕交易一案。
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年至2015年，
被告人姚刚利用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席助理、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
在并购重组、股份转让过程中股票停复牌、避免
被行政处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通过其亲属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6961万余元。
2007年1月至4月，被告人姚刚利用担任证监会
主席助理兼发行监管部主任的职务便利，获悉相
关公司重组上市的内幕信息，使用由其实际控制
的他人股票账户在关联股票停牌前买入，复牌后
卖出，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210万余元。

安徽警方捣毁一
“呼死你”
黑色产业链
据新华社合肥 7月 11日电
“呼死你”，一种网络电话自动追呼
系统, 能对选定的电话号码进行
强烈干扰，如今正成为犯罪分子牟
利的工具。
记者日前从安徽省合肥市公
安局了解到，当地警方成功摧毁一
条从制作“呼死你”软件到使用、贩
卖进而非法牟利的黑色产业链，抓
获7名犯罪嫌疑人，解除被骚扰号
码8万余个。
2018年春节期间，合肥市多家

餐饮连锁酒店报案称：店内订餐电
话被“呼死你”软件“打爆”，严重影
响了饭店的正常经营，之后犯罪嫌
疑人发送微信付款二维码到受害
人手机，每部电话索要 200元到
500元不等的赎金，饭店付款后订
餐电话恢复正常。
合肥市公安局随即成立专案
组展开侦查。3月19日17时，犯罪
嫌疑人刘某津在福州落网，其对自
身利用“呼死你”软件进行敲诈勒
索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专案组发现作案工具——“安
卓云呼”软件危害巨大。警方立即
对刘某津的上线人员进行抓捕：4
月20日到5月9日，以黄某为核心
的贩卖“安卓云呼”软件的4名中
间层代理商悉数落网。随后，办案
民警分赴湖南省张家界市、山东省
淄博市将网站管理员刘某和软件
制作维护人员杨某森抓获。
至此，这个“呼死你”软件的黑
色产业链被彻底摧毁。据犯罪嫌
疑人杨某森交代，刘某雇佣其进行

软件的编写、升级和网站的维护，
他在大量手机内装载“安卓云呼”
App后，这些手机卡号就形成一个
巨大的主叫号码池，在软件上选择
被呼号码后，号码池内在线的所有
主叫号码就会形成交叉呼叫，进而
对目标号码进行不间断拨打骚扰。
据专案组初步统计，2017年3
月至该团伙被摧毁，“安卓云呼”注
册 App用户 60余万个，呼出号码
2800余万次，累计收款 500余万
元。

“套路贷”
借款 1000 元竟还款 35 万元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11日
电 从借贷公司借款1000元，经过
8个月的时间，连拼带凑还了 35
万元竟然还没还清，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市居民王某近期陷入“套
路贷”还贷“黑洞”，最后选择报

警。
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应通过银
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千万不要
轻信无金融从业资质的个人、公司
发布的广告信息。
近期内蒙古公安机关打掉了

多个“套路贷”诈骗团伙。其中，包
头市公安局接到王某报警后，打掉
了一个以陈某丰、陆某青为首的
“套路贷”团伙，破案57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193名。经查，该团伙非
法获利2亿多元。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
王来明说，“套路贷”背后往往有黑
恶势力的身影，受害人签订合同
后，违法犯罪分子就通过胁迫逼
债、虚假诉讼、非法拘禁、敲诈勒索
等手段侵吞财产。

▲防空洞里享清凉 7月11日，市民在重
庆人民广场防空洞纳凉点内避暑纳凉。当日，重
庆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不少重庆市
民来到市内防空洞的纳凉点休闲纳凉。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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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证明本村村民刘永生有宅基地一宗，地址位于石狮市
祥芝镇后湖村四片区，东至清华，西至园地，南至蔡迁，北至
蔡水。该宅基地权属获得晋江县祥芝人民公社于1979年11
月21日颁发《建筑房屋调查核实证明书》祥建字NO004978
的确认。因保管不慎，上述证件原件遗失，现刘世川（刘永生
之子）持石狮市城建档案馆存根复印件申请对该证件进行重
新审核，如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30天内向我村委会提
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我村委会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办理证
件过期失效重新审核手续，声明凡其他证件与该宅基地有关
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祥芝镇后湖村民委员会 2018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