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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就美拟对 2000 亿美元
我产品征税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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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回应美拟对中国
2000 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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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检察机关三年查实
106 宗虚假诉讼案件
据新华社广州 7 月 11 日电 记者 11 日从广东省
人民检察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2015 年至 2017
年，广东检察机关共审查 176 宗虚假诉讼案件，其中
106 宗已查实并向法院提出监督。
民商事审判领域部分当事人制造虚假诉讼牟利，
严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司法机关公信力。广
东省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副处长朱沛东介绍，
当前广东虚假诉讼行为人追求非法利益呈现多样化特
征，
有的稀释债权以逃避法院执行，
有的内外勾结侵占
他人合法财产，有的虚构借贷关系、
“以房抵债”
来实现
房产过户、规避税费征收。
这些虚假诉讼主要集中在民间借贷纠纷、房地产
权属纠纷、离婚涉财纠纷、追索劳动报酬、企业破产等
领域，
近年来保险、仲裁和海外洗钱等领域虚假诉讼案
件也逐渐增多。
近年来，广东检察机关对虚假诉讼高发的民间借
贷领域实施重点整治，对虚假诉讼最常用的假合同、假
借条等造假手段实施重点打击，对虚假诉讼中常见的
虚假调解现象实施重点监督，并加强公检法三部门协
作、初步形成监督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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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刷手机坐上环保公交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
”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抓住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既尽
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
着一件事情办，
一年接着一年干。
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了
十件民生实事，包括：疏导重点交
通拥堵路段、大力发展公交事业、
加大幼儿园学位供给、提升道路
保洁水平、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提高医疗卫生保障水平、推
广使用管道天然气、全面提升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开展污水整治
行动、改造提升老旧社区。这是
民心所向，民生所望。
如今，2018 年已过半程，这
些民生实事的推进情况如何？在
推进过程中遇到了哪些瓶颈？市
民群众有何收获有何期待？本报
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关注
2018 十件民生实事的“履约”进
度，敬请关注。
7 月 11 日，
“海豚”
电动公交车在 7 路公交线上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炎炎夏日，珠海多条公交线路
上吹来一股凉爽的风。
11 日 6 时 30 分，首批 60 辆长
10.8 米的“海豚”造型纯电动公交
车，从市公交集团停车场驶入红山
路，分别开往 3 路、7 路、11 路车的
始发站点，以清爽的“海天蓝”新形
象迎接市民出行。
“这是市委、市政府重视和关心
民生的结果，也是全市人民的共同
期待。”市公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徐超龙表示，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
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主动对标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的“四个
走在全国前列”新要求，抢抓机遇、
真抓实干，为珠海建设粤港澳大湾
区重要一极，
贡献公交智慧和力量。

验”
活动，让厂家根据大家的意见造
车。
“本月将有 300 辆海豚造型的
纯电动公交车上路运营，这样的公
交车一定会成为珠海的一道风景
线。”梁师傅称，这款全新的电动公
交车不仅车身加长了，外观也更漂
亮，更重要的是无污染、无噪音。
另外，市公交集团站场部负责
人田松柏表示，电动公交车的充电
站建设给市公交集团带来了挑战，
“这也是至今没有全部更换纯电动
车的原因之一。
”
田松柏称，全市计划建设充电
站 73 座、充 电 桩 933 根 。 截 至 目
前，全市已有 14 座充电站、121 根
充电桩投入使用，还有 59 个充电
站、812 根充电桩正在如火如荼建
全市公交车有望 10 月底全
设协调中。他表示：
“如果充电站建
部实现电动化
设一切顺利，10 月底前就都能投入
据市公交集团总经理蒋模平介 使用，这也意味着全市所有公交车
绍，纯电动公交车无污染，推行公交 都将实现纯电动。
”
车电动化是保护碧海蓝天的必要措
打造“互联网+公共出行”
施之一。因此，市政府继前年、去年
标杆城市
投资更换了 945 台纯电动公交车
后，今年再投资 18 亿元将原来的
进入“互联网+”时代，珠海公
1153 台柴油车、LNG 能源车更换 交也不甘落后。去年 12 月 29 日，
成 纯 电 动 车 ，同 时 将 更 换 下 来 的 珠海成为全国率先使用手机
“扫码”
400 辆车况较好的新能源车留做紧 乘坐公交的城市之一。乘坐公交除
急备用车，并将这项工作列为 2018 了刷公交 IC 卡和直接投币外，市民
年市政府的十件民生工程之一。
还可以打开手机微信 APP（
“腾讯
“更换电动车，
除了注重车的质 乘车码”
）、支付宝 APP（
“支付宝乘
量、安全性、舒适度，还要注重车辆 车码”
），
进行二维码公交扫码支付。
外观，要将珠海文化融入其中。”蒋
据介绍，在“互联网+”时代，珠
模平称，
为了选择有品质的车辆，
该 海公交集团新一届领导班子以“拥
集团曾于今年 4 月组织媒体、市民 抱新时代、担当新使命，
开创智慧公
代表等开展“样车点评”和“样车体 交、安全公交、人文公交新局面”为

企业可
“借船”出海科考

值班编委 张先发

珠海特区报社出版

珠海市政府
“大力发展公交事业”
说到做到

珠江口海域科考首设共享机制
据新华社广州 7 月 11 日电 11 日上午,载有 5 家
科技企业科考人员的
“海洋地质八号”
综合物探调查船
鸣笛起航，由广东东莞驶向珠江口海域，
开始广东海洋
创新联盟的首次海上联合科学考察活动。这也是广东
涉海科技企业首次通过大型设备共享机制进行海洋科
考活动。
执行此次科考航次的“海洋地质八号”船隶属广
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总吨位 6900 吨，具备在全球海
域进行三维地震勘探、重力测量和磁力测量等调查
作业能力。
此次为期 3 天的科考作业海区为珠江口附近海
域，将开展三维激光扫描仪勘测、无人船水下地形地
貌勘测以及海洋旋转磁定位防碰绕障系统测试等科
研活动。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厅长王中丙说，此次科考活
动得益于广东海洋创新联盟的共享机制。拥有 23 家
成员单位的广东海洋创新联盟通过建立共享利用机
制，大型科研基础设施、重大装备、科考船、重点实验
室、高精尖测试仪器等在成员间互利使用。此次科考
活动是上述共享机制的首次启用。

DAILY

优化线网实现乘坐公交快
捷化
车辆电动化了，
付费移动化了，
如何让市民出行乘坐公交便捷化，
是摆在公交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公

交人一直在通过“线路新辟、延伸、
适度绕行以及优化服务时间”等方
式进行破解。
今年以来，针对市民迫切需求，
新开了“金鼎总站-前山总站”的
B9 路、
“ 炮台山公园-城轨珠海站”
的 Z15 路，同时优化调整线路走向
及站点 191 条次，优化调整运行时
刻表 87 条次，有效打通了市民出行
的
“最后一公里”。
为提升东西部公共交通运行效
率，
目前已以湖心路口为枢纽节点，
开通了 B1 路（湖心路口总站-拱北
口岸总站）、B2 路（湖心路口总站海虹总站）两条 B 字头干线。余荣
军表示，待新购车辆到位以及充电
设施建设完成后，还将计划开通 B3
路（香洲总站-人民路-明珠路-南
屏 桥 - 湖 心 路 口）、B4 路（海 虹 总
站-柠溪路-翠微路-前山立交-湖
心路口）。
此外，市公交集团计划年内开
行中心城区环线，即经明珠路、九洲
大道、景山路、海滨路、人民路的市
区主干道环线（B7 逆时针、B8 顺时
针），加强中心城区公交客流衔接，
提高公交换乘便捷性。
“其实，
在交通拥堵的城市，
常规
公交的服务是存在一定短板的。”
余
荣军表示，
为倡导绿色、
共享、
智慧出
行理念，
为少部分人群定制个性化出
行服务，市公交集团已与阿里开展
“公交云”
项目，
将充分利用高德、移
动大数据分析，
在现有开行横琴、高
新和斗门定制线路的基础上，
进一步
扩大定制公交的范围和规模，
计划 7
月底前实施线上公交定制服务。

拱北海关全面推广新一代海关税费电子支付系统

工信部要求电信企业

企业可使用新系统缴纳关税了

向用户按月
推送账单信息

本报讯 记者陈新年 通讯员
梁舒萍报道：7 月 10 日上午，拱北
海关联合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在拱
北海关礼堂举办“新一代海关税费
电子支付系统暨汇总征税担保无
纸化启用宣讲会”。记者获悉，自 7
月 1 日起，海关新一代税费电子支
付系统在全国推广，实现了海关、
商业银行、国库等部门的直接互连
互 通 ，企 业 可 登 录“ 单 一 窗 口 ”或
“互联网+海关”平台，使用新一代
电子支付系统缴纳海关税款。
台耀科技（中山）有限公司是
拱北关区首家尝试海关新一代电
子支付系统的企业，11 日，该公司
关务组刘先生告诉记者，
“ 海关推
进的新一代电子支付、汇总征税和
各种无纸化改革，对于企业来讲最

校对 韦驰

工作理念，充分发挥公交资源优势，
与腾讯、支付宝两大互联网企业展
开合作，实现资源与技术的深度融
合。
“同时能刷微信和支付宝乘坐
公交，珠海在全国又领先一步。”据
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 6 月底，
除了在西区运行的 300 辆人工售票
和手持机售票的车没有接入支付宝
外，珠海主城区 1700 多辆公交车的
付费系统全面接入支付宝平台。此
举不仅能提升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体
验，也大大提升了公交公司的运营
效率。
市交通集团运营部部长余荣军
称，乘车码、APP 的上线，开启了珠
海公交集团智慧公交的宏伟蓝图。
今年上半年，
“ 珠海公交巴士”微信
号推出各种便民服务，增加了长途
购票及机动车年审等服务。同时还
加强与市民线上互动，让市民操作
更便捷、更舒心。截至目前，该微信
公众号粉丝已突破 141 万。
珠海公交集团将着力构筑珠海
智慧交通
“云计算、大数据”
基石，
助
力交通行业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共同推进城市公共交通领域有关智
能支付、大数据应用、实名征信、云
计算、云调度管理平台等业务拓展，
致力将珠海打造成全国“互联网+
公共出行”
的标杆城市。

大的感受就是快！在公司电脑鼠
标一点，缴税完成了，货物通关也
可以了！此外，新一代电子支付系
统的界面也变友好了，可以直接查
询未缴纳税款的税单，进一步方便
了企业。”
据了解，在此项改革之前，外
贸企业使用的是 2011 年以来启用
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企业需要与海
关、银行和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四
方签约。资金从企业到银行通过
第三方支付平台后再流转到海关，
海关收到企业缴税信息后才可以
放行。
而新一代电子支付系统上线
后，企业与海关、银行可在线签署
三方电子协议，企业支付税款时，
无需再登录第三方支付平台，而是

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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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一窗口”
“ 互联网+海关”平台
上即可一站式办理报关单申报、税
款缴纳等通关手续，税款缴纳成功
后，随即入库。
“对企业来说，新一代电子支付
系统基于电子口岸（单一窗口）平
台，供企业免费使用，有别于第三方
支付平台的有偿使用，为企业生产
经营大大降低了成本。”拱北海关有
关负责人称。
中国银行广东珠海分行副行长
陈翔表示，中国银行在促进电子政
务发展、提高通关效率方面与海关
总署长期保持着全面深入的合作，
将持续支持“单一窗口”建设及全国
通关一体化改革，切实服务实体经
济，为珠海的企业提供缴税更便利、
通关更便捷的综合金融服务。

港澳地区零售价：
港币 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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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特区报社印务中心承印 广告经营许可证：
440400400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