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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30日宣布，应朝鲜外务相李
勇浩邀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于5月2日至3日访问朝鲜。

军人非因公外出可穿军装、进口抗癌药零
关税、办理护照“只跑一次”、9种行为将被限
制乘坐飞机、两类人群将被限制乘坐火车……
5月起，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将影响我们的生活。

军人非因公外出可穿军装

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 （试
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试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 （试行）》，5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明确，军人非因公外出可以着
军服，也可以着便服。军委训练管理部对此解
释，军人着军装参加校庆、婚礼、颁奖以及其
他非公务活动，既能够展示军人良好形象，也
能激发军人的职业荣誉感。

进口抗癌药实行零关税

日前，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印发公告，
自 5 月 1 日起，以暂定税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
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
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
零。

同时，5 月 1 日起对抗癌药品实施增值税
新政策，即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
发、零售抗癌药品，将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
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这一举措旨在
鼓励抗癌制药产业发展，降低患者用药成本。

专家估算，在多措并举下，进口抗癌药价
格有望降价20%，将大幅减轻患者负担。

办理护照“只跑一次”

5 月 1 日起，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只跑
一次”制度在全国实行。“只跑一次”制度最核心
的内容是照片采集、指纹采集、材料提交、面见
核查、证件缴费将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一
次全部办理，最大程度为群众办证提供便利。

据介绍，只跑一次即可办结的出入境证件
的种类包括：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
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此外，跨省异地申请
出入境证件的审批时限由30日缩短至20日。

《快递暂行条例》实施

今年 5 月 1 日起，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快
递业的行政法规 《快递暂行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 正式施行，对快递实名制、寄件人
隐私保护、网点停摆、快件丢失后如何索赔、
末端派件、快递车辆、违反交规、包装污染等
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

《条例》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规定若从事
快递服务的企业或个人被发现非法出售或泄露
用户个人信息的，将面临最高 10万元罚款。新
规还鼓励企业使用环保、可生物降解、可重复利
用的包装材料。

9种行为将被限乘飞机

国家发改委、民航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

《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
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意见》 于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9 种行为将
被限乘飞机。

这 9种行为包括：在机场或航空器内实施
编造、故意传播涉及民航空防安全虚假恐怖信
息；使用伪造、变造或冒用他人乘机身份证
件、乘机凭证；堵塞、强占、冲击值机柜台、
安检通道、登机口 （通道）；随身携带或托运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危险品、违禁品和管制
物品等。

两类人员将被限乘火车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此前联合下发的《关于
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
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 从 5 月 1 日
开始实施，两类人员将被限制乘坐火车。此文
件是为落实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
用惩戒大格局。

这两类人包括：一是严重影响铁路运行安
全和生产安全有关的行为责任人被公安机关处
罚或铁路站车单位认定的，将被限制乘坐火
车；二是对其他领域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有关
责任人，将被限制乘坐火车高级别席位，包括
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
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以上座位。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海南实施 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等法规，
也于今日起实施。

一批新规今日起实施
叶 子 桑珊珊

北京将治理杨柳30万株

笔者了解到，从今年的4月份起，北京市各城区2018
年杨柳飞絮治理情况工作已全面启动。

4月16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工作人员在西城区人
定湖公园对环湖柳树进行了综合治理。18日，北京市园林
绿化局领导组成调研组着重对东城区青年湖公园和新中
街城市森林公园的杨柳树雌株飞絮治理情况进行了调研。

在公园里，工人们对柳树注射花芽抑制剂，控制其
飞絮的生成，同时结合林地管护，修建杨柳雌株过大过
密的树冠，对健壮的柳树实行高位嫁接，减少飞絮产
生。在飞絮集中的这段时间里，工作人员还会采用高压
水枪冲洗产生飞絮的杨柳雌株，及时清理收集飞絮，避
免飞絮随风二次飘飞。

负责安德里北街的环卫工人王阿姨感叹道：“今年路
面的毛絮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就感觉越来越少了。”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副处长杜建军告诉笔者，
今年北京将综合治理 30 余万株杨柳飞絮。其实早在去
年，北京全市就启动了杨柳飞絮治理试验和示范工程，
治理杨柳飞絮40万株。

治标更要治本

杨柳飞絮治理不易，标本兼治才是硬道理。北京市
园林绿化局提出力争在 2020 年实现北京“飞絮不扰民”
的目标。为此，有关部门也在“治本”上下了很大功夫。

园林局今年将结合园林绿化景观提升和更新改造工
程，对现有老、残、病等杨柳树雌株逐步替换成不飞絮
的品种，从源头上减少飞絮总量。此外，今年北京全市
还将建设城市绿地1万亩，通过增加城市绿地总面积，来
提高绿地对杨柳絮的吸附滞留能力。

杜建军还介绍，于今春启动的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
已经明令禁止使用杨柳雌株，在工程建设中将严把规划
设计和苗木质量关，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坚持以乡土
树种为主的多树种应用，打造多树种、多品种、乔灌草
相结合的混交林模式，不断增加园林绿化树种的多样性。

“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将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我

们将以此为契机，科学配置树种，不断降低杨柳飞絮对
市民的影响，打造绿色和谐宜居的城市生态系统。”

各地纷纷行动

遭受杨柳等树种飞絮困扰的不止是北京，各地都在
创新治理方式想民所想，解民之忧。

河南在杨树、柳树、梧桐树开花前，通过无人机、
喷药车、人工等方式，给树木施加药物，如疏除剂或悬
铃散等。在飞絮高发期，采用雾炮车对杨树、柳树等喷
洒杨柳凝絮剂，粘固飞絮，抑制飞絮形成。

杨柳种植同样密集的常州新北区，不少使用精密仪
器的企业受到影响。常州新北区城管部门和国内科研单
位试点合作，将赤霉酸和乙烯利两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量身定做”植入杨柳树干内部，从而抑制用药后数年内
柳絮的产生。

而在南京，老生常谈的梧桐絮处理也有了新突破。
20多年来，南京园林部门进行了各种尝试。今年，南京
园林局与气象部门联合研发了国内首个毛絮预报系统，
每天3次预报分为4个等级，预测南京54个主要路段的毛
絮情况，市民可以在电脑或手机上查看。

5 月 1 日 12 时起，
我国渤海、黄海、东海
及北纬 12 度以北的南
海 （含北部湾） 海域进
入伏季休渔期。

图为4月30日，浙
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桐照
码头，渔船停靠在渔港
内准备休渔。

章勇涛摄
（人民视觉）

伏季休渔开始啦伏季休渔开始啦

劳动者：“五一”大会战

北京—河北雄安城际铁路是雄安新区首个重大交通项目，“五一”劳动节
期间，建设者们正甩开膀子展开一场高速铁路建设大会战。图为日前在构件
预制厂建设工地，工人们相互击掌加油。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4月30日，云南省临沧市沧源
佤族自治县的佤族同胞与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一起欢度“摸你黑”狂
欢节。人们用天然原料配制的“娘
布洛”涂料相互涂抹，祝福平安健
康。

左图：佤族姑娘表演甩发舞。
下图：游客喜爱“摸你黑”。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云南沧源：狂欢节给你祝福

柳絮飘飘惹人恼 各地治理出妙招
陆培法 吴 娜 朱倩倩

柳絮飘飘惹人恼 各地治理出妙招
陆培法 吴 娜 朱倩倩

安徽省阜阳市民从空中飘扬着柳絮的道路上走
过。 王 彪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哈尔滨4月30日电（记者王君宝） 4月
30 日，哈尔滨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用。作为东北地
区旅客吞吐量最大的机场，哈尔滨机场近几年旅客
吞吐量每年均以较高速度增长，与黑龙江省老工业
基地转型升级形成“互动”，不断拓展当地空中经贸
通道。

2017年，哈尔滨机场实现运输飞行起降13.6万架
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1881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12.0%、15.6%。哈尔滨机场
年旅客吞吐量已连续多年蝉
联东北地区首位，而老航站

楼已无法承载这么多的客流。为此，黑龙江省在老航
站楼旁加紧新建航站楼，按满足 2020年旅客吞吐量
1800 万人次、年货邮吞吐量 17.5 万吨、年起降 14.1
万架次、高峰小时6053人次的使用需求设计。

目前，哈尔滨已经实行 72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并与俄罗斯 10个城市实现通航。哈尔滨机场每周对
俄航班量在全国范围内仅次于北京首都机场，对俄
业务量约占东北地区八成。

本报北京4月30日电（记者陈劲松）“五一”假
期，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会议对全国各口岸边检工
作进行部署，加强公民出入境服务保障工作。北京
边检总站实施服务出入境旅客、提高通关效率措
施，其中包括：

一、开设出境中国公民专用通道。将边检出境
现场按“中国公民”与“外国人”分区设置，加开
中国公民通道，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二、增设咨
询热线。在现有咨询热线 010-56095400 的基础上，

节日期间增设一部热线电话
010-56095000， 24 小 时 提
供咨询服务。三、实施每日

客流预告。在科学研判和预测预警基础上，利用总
站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发布“五一”假
期出行预警提示。四、发布旅客通关指南。制作并
推送通关攻略、便民措施解读，详细介绍现场通道
设置、自助通关系统使用方法，需查验证件等边检
知识，普及出入境常识，缩短旅客通关时间。五、
加强“服务大使”引导服务。组织 100 名首都机场

“服务大使”，加强培训，合理布岗，为广大出入境
旅客提供更优质的引导服务。

外交部长王毅将访朝

北京边检保障旅客“五一”出入境北京边检保障旅客“五一”出入境

哈尔滨新航站楼投入使用

据新华社新加坡4月30日电（记者李晓渝）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4月30
日发布“五一”假期安全出游提示，建议赴新加坡的中国游客认真阅读中国
驻新使馆会同中国驻新加坡旅游办事处编发的 《中国公民安全文明狮城行》
手册，并注意防范安全风险。

提示中所列的安全风险分别是交通事故风险、社会治安风险、水上活动
风险、恶劣天气风险、法律风险和疾病疫情风险。据中国驻新使馆介绍，近
期新加坡交通事故频发，4月19日至23日的5天中就发生3起严重车祸，导致
5人死亡。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提醒游客防范安全风险

4月 30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龙脊古壮寨在龙脊梯田举行传统
农事活动——开耕节。今年4月，龙脊梯田系统被联合国列为“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图为农民在梯田里劳作。 庞革平 黄勇丹摄影报道

广西：龙脊梯田“开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