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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起，一批新的法律法规
正式实施，将进一步保障民生、促
进社会公平。其中，房屋转让手续
费、婚姻登记费等41项行政性收费
将停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免征范
围将扩大；全国将统一实施外国人
来华工作许可制度；《邮件快件寄递
协议服务安全管理办法 （试行）》
将实行。

减 负

41项行政性收费取消

3月23日，财政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清理规范一
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
知》，决定自今年4月1日起，取消
或停征婚姻登记费、房屋转让手续
费、出入境检验检疫费等 41 项中
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还将商
标注册收费标准降低50%。

41 项取消或停征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中，涉企行政事业性收
费共 35 项，包括取消机动车抵押
登记费、核安全技术审评费、房屋
转让手续费、清真食品认证费等
12 项，停征环境监测服务费、船
舶登记费、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

费、出入境检验检疫费等 23 项；
涉及个人等事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共 6 项，包括取消预防性体检费，
兴奋剂检测费，机要交通文件 （物
件） 传递费，中国纪检监察学院、
国家法官学院、中央团校和中央党
校的培训费，停征婚姻登记费、收
养登记费和申请提供政府公开信息
收取的检索费、复制费、邮寄费。

保 障

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经国务院批准，自 4 月 1 日
起，部分政府性基金将取消、调
整。此次政府性基金降费，主要包
括两部分：一是取消城市公用事业
附加和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二
是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
策，在扩大免征范围的同时，设置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上限。

调整后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免
征范围，由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
3 年内，在职职工总数 20 人 （含）
以下小微企业，调整为在职职工总
数30人（含）以下的企业。工商注
册登记未满3年、在职职工总数30
人 （含） 以下的企业，可在剩余时

期内按规定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此外，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
均工资未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用人单位所在地统计部门公布的
上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 3倍 （含） 的，按用人单位在
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计征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3
倍以上的，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3
倍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人单
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的计算口
径，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
组成的有关规定执行。

规 范

推行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4月1日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
可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实施。

“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和“外国
人入境就业许可”将整合为“外国人
来华工作许可”，外国人来华工作由
原申办外国专家证、外国人就业证
改为统一申办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有效期内的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
和外国人就业许可继续有效，可自
愿换领新证件。《外国人工作许可
证》是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的合法证

件，“一人一号”、终生不变。
为了进一步规范寄递制度，国

家邮政局发布的《邮件快件寄递协
议服务安全管理办法 （试行）》也
将于 4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其中指
出，寄递企业与协议用户签订安全
保障协议时，应当要求用户出示有
效证件。用户不出示有效证件、拒
绝留存复印件或者拒绝提供前述身
份信息的，寄递企业不得与其签订
安全保障协议和提供协议服务。

医疗：迅速确诊 有效治疗

流感暴发时，迅速确诊对挽
救生命和卫生应急至关重要。香
港理工大学曾铭乔博士展示的纳
米生物传感器，采用一种光学方
法检测流感病毒，可根据光的变
化识别病毒是否存在。

曾铭乔表示，实验室常规聚
合酶连锁反应 （PCR） 检测流感
病毒一般需要10到24个小时，新
发明可在一到两个小时内实现快
速检测，有助快速排查流感患
者。在价格上，传统PCR检测单
个样本需 30 美元，新方法只需 5
美元。通过扩展，这套纳米生物
传感器还可用于检测艾滋病、乙
肝、埃博拉等病毒。

烧伤引起的生理痛苦和心理
创伤是伴随患者终生的梦魇。香港
理工大学李曾慧平教授团队研发
的平疤贴由一层特别设计的硅酮
橡胶和一层采用特别配方的硅酮

凝胶组成，方便剪裁，能贴合于不
同身体部位的轮廓，使压力均匀分
布在疤痕表面，可有效治疗由烧伤
和手术导致的增生性疤痕。

治污：精确测量 追踪源头

如何抓住偷排企业，是当前
治理空气和水污染的难点。受指
纹识别方法启发，清华大学科研
团队研制出的水污染预警溯源
仪，可借助环保部门采样时留取
的企业“排放指纹”，为实时水质
监控以及污染源溯源和治理提供
指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夏海云副
教授向记者介绍了一种新的激光
雷达在空气污染方面的应用。这
台中科大团队历时 3 年研发的激
光雷达不但可检测 15 公里范围
内的空气污染排放情况，还可通
过精确测量风的数据，进一步了
解雾霾产生与扩散的气象条件，
预报雾霾。

科技：3D打印 人工智能

华中科技大学张海鸥教授团
队发明的“铸锻合一”3D打印技
术，解决了常规金属3D打印没有
经过锻造、金属抗疲劳性严重不
足的劣势。这种新技术制造的锻
件能获得超高强韧性，还省去传
统巨型锻压机的流程，可应用于
航空航天、高铁等领域的高标准
配件制造。

清华大学唐杰副教授领导开
发的“A Miner”学术平台，建立
起 1 亿多名研究人员和 2 亿多篇
论文的数据库，使用人工智能技
术在网络中自动寻找最具价值
的学术论文和学者，帮助平台使
用者查阅最新的学术动态，了解
论文在权威期刊中的引用情况。

（据新华社日内瓦 3月 29日
电 记者张淼）

题图：清华大学发明的“自平衡
自行车”。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取消41项行政收费 统一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4月，这些新规与民生相关
李 贞 陈曼菲 周 璇

据新华社北京3月 30日电 （记
者董瑞丰、胡喆） 由中国科学院计算
技术研究所牵头、多家单位参与的大
数据分析系统国家工程实验室 29 日
揭牌成立，旨在打造一个产学研结合
的平台，集中力量突破中国大数据挖
掘和利用面临的技术瓶颈。

目前，中国大数据分析的技术瓶
颈主要表现在数据利用率较低、处理
时效性不够、工程化门槛偏高等方

面。此外，产业基础薄弱、政府数据
开放共享不足，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
缺乏、创新应用领域不广，人才培养
滞后、生态系统不完善等问题比较突
出。

据介绍，成立大数据分析系统国
家工程实验室，能把之前的研究成果
汇聚成大数据引擎或大数据分析平
台，继而在科学发现、智慧城市、社
会安全等方面形成重要应用。

去年11月3日，上海交大－
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法方院
长卓尔清获得上海首张外国人来
华工作许可。 新华社发

大数据国家工程实验室成立大数据国家工程实验室成立

中国创新
炫动日内瓦发明展

中国创新
炫动日内瓦发明展

3月29日开幕的第45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来自中国的最新创新成果引起

广泛关注。作为全球知名的发明展会，本年度40个国家和地区的发明者在日内瓦

Palexpo会展中心集中展出1000项新发明。中国参展的发明数量再次位居前列，

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发明83项、中国香港的发明14项。

重庆市南川区金山镇院星村坐落在海拔 800 米至 1200 米的高山
上，当地村民利用独特的海拔优势，在房前屋后、田边地角栽植高
山晚熟李卖“俏价钱”。图为3月28日，金山镇院星村盛开的李花像
皑皑白雪。 瞿明斌摄 （人民视觉）

李花开 丰收来

3 月 29 日，澳大利
亚诺斯科特中学的 39
名师生走进安徽省淮
北一中，开展为期 4 天
的学习交流活动，在这
期间，学生们将进行中
国传统文化、艺术、体
育课程的学习并参观
游览相山公园、隋唐大
运河博物馆，与淮北一
中民乐团联合演出，并
与淮北一中学生结对
子，住宿在其家中体验
中国普通家庭生活。

图为学生们在学
习剪纸。

陈文骁摄
（人民视觉）

学剪纸

据新华社北京3月 30日电 （记
者崔文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 30 日在回应有关雅万高铁工程进

度的质疑时表示，雅万高铁全线开工
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推进，中方对
雅万铁路早日建成通车充满信心。

陆慷表示，在中印尼两国政府和
相关企业的共同努力下，雅万高铁全
线开工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推进。
自去年先导段正式启动建设以来，中
印尼双方紧密协作，全力以赴推进各
项工作。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据新华社北京3月 30日电 （记
者崔文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 30 日说，对芬兰的国事访问，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首次访问欧
盟国家和作为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北
欧，体现了中方对与芬方构建和推进

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视
和对欧盟的支持。

陆慷说，近年，中芬关系发展势头
良好，两国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不
断增强。芬兰领导人多次邀请习主席
往访。访问的具体安排系双方商定。

谈习近平访问芬兰重要意义

对雅万铁路建成通车充满信心

据新华社北京3月 30日电 （记
者崔文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 30 日在回应美方批评中国对美进
行不公平贸易时称，中美经贸关系本

质是互利双赢的，中方愿同美方共同
努力，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
上，拓展两国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
通过对话沟通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陆慷说，实践证明，中美经贸
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市场选择
已让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利益格局。让这一经贸关系更好
造福各自国家人民的有效途径，是努
力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而不是立足
于简单的你多我少的分配格局。

愿拓展中美经贸务实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3月 30日电 （记
者梅常伟） 在国防部3月30日举行的
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
谦就中美两军关系、军队改革、国产
航母进展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
问。

吴谦介绍，今年以来，中美两军
关系稳步前行。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
正确的选择。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
力，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原则，既登高望远，又脚
踏实地；既拓展交流合作，又妥善管
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在稳定中取得
新发展。

吴谦说，根据部队年度训练计
划，中国军队于3月28日组织南部战
区陆军、空军部队在中缅边境我方一
侧进行了陆空联合实兵实弹演习。此
次演习旨在检验部队快速机动、精确
毁瘫、立体封控、联合打击能力，提

升应急处突水平。演习前，有关部门
对外发布了公告，并向缅方作了通
报。

有媒体分析，首艘国产航母有可
能将于4月23日海军建军节下水。吴
谦说，我国首艘国产航母正在开展舾
装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吴谦表示，进一步的好消息，不
会让大家久等。

在回答有关“萨德”入韩的问题
时，吴谦强调，部署“萨德”绝不会
让韩国变得更安全；反对部署“萨
德”，中国军队绝不是说说而已。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反对“萨德”绝不是说说而已

人社部为劳动者追发待遇350亿元
本报北京3月30日电（记者叶紫） 3月29日至30日召开的全

国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座谈会透露，去年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主动检查用人单位 190.8 万户次，办结各类违法案件 32.3 万
件，为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350.6亿元，补缴社保费17.3亿元。

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指出，去年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
问题取得新成效。今年将着力解决劳动保障领域突出违法问题，
继续推进劳动保障监察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构建源头预防、动态
监管和失信惩戒相结合的监察执法体系，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坚决防范化解劳动关系风险。

中国美食与文化将亮相世博会
本报上海3月 30日电 （记者沈文敏） 今天，由哈萨克斯坦

2017年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美食与文化馆执委会和中企万博集团
主办的“哈萨克斯坦世博会中国品牌大会暨中国美食与文化馆新
闻发布会”，在上海浦东世博园区举办。

今年是中哈建交25周年，同时恰逢世博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
阿斯塔纳举办。发布会上，中国 （上海） 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
会、上海中华老字号企业协会和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等机构与执委
会签订世博会战略伙伴协议，中航工业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企业与执委会签署了世博合作伙伴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