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23日从财政部获悉， 财政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通知
称， 为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促
进实体经济发展， 自2017年4月1日
起， 取消或停征41项中央设立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同时将商标注册收费
标准降低50%。

根据《关于清理规范一些行政
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取
消或停征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共35项， 包括房屋转让手续费、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费等；取消
或停征的涉及个人等事项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共6项， 包括预防性体
检费、婚姻登记费，收养登记费等。

■据新华社

婚姻登记费等
下月起取消或停征

23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上，有记者问，日本海上自卫队
最大航母级直升机护卫舰“加
贺号”22日正式服役。据媒体报
道，日防卫政务官在仪式上称，
中国试图通过岛礁建设等行为
改变南海地区现状， 引发国际
社会担忧。“加贺号” 增强了日
本的海外投射能力， 以应对中

国在亚洲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
力，甚至称“这就是日本的实力”。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日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当前，在
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
海地区局势趋稳向好， 日方如果
还想兴风作浪， 中国和周边国家
都不会答应。

她说， 近年来， 日方不断炮
制、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为其扩
充军备寻找、制造借口。

华春莹说，“加贺号” 曾在二
战期间被美军击沉。 日方应该汲
取历史教训。“我们希望‘加贺号’
的重现不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死
灰复燃的开始。”

■据新华社

3月19日， 在巴基斯
坦首都伊斯兰堡， 中国人
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彩
排中行进。“巴基斯坦日”
阅兵彩排19日在伊斯兰
堡举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三军仪仗队首次亮相。巴
基斯坦将在3月23日“巴
基斯坦日” 举行盛大阅兵
典礼、 飞行表演和花车游
行等活动。 应巴基斯坦陆
军参谋长巴杰瓦上将邀
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
仪仗队首次派方队参加阅
兵式。 新华社 图

近日， 铁路部门公布了东
南沿海高铁新的执行票价。从4
月21日起， 东南沿海高铁部分
票价将进行优化调整。

为什么要调整票价？ 哪些
高铁票价会受到影响？ 调价就
意味着“涨”吗？未来铁路票价
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带着这
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铁路总公
司有关部门负责人。

问： 票价调整具体会涉及
哪些线路？

答： 东南沿海高铁由上海
至杭州、杭州至宁波、宁波至深
圳三段组成，沪杭段全长159公
里，于2010年10月26日开通运
营； 杭甬段全长155公里，于
2013年7月1日开通运营；甬深
段全长1309公里，于2013年12
月28日全线开通运营。

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改革完善高铁动车组旅客
票价政策的通知》， 综合考虑
建设运营成本、市场需求和多
种运输方式的比价关系等因
素， 铁路部门决定自4月21日
起对东南沿海高铁200-250公
里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进
行优化调整，沪杭、杭甬段时
速300公里高铁动车组票价不
在调整范围。

问： 为什么要调整东南沿
海高铁票价？

答：2016年，东南沿海高铁
日均发送旅客81.8万人， 日均
开行动车组622列，平均客座率
达80%以上。 尽管保持非常高
的能力利用水平， 部分铁路运
输企业仍然出现亏损。

此次票价调整前， 东南沿
海高铁长期执行国家1997年批
复的高等级快速软座票价标
准，明显低于同区段公路票价，
不利于各种交通方式合理分工
和充分竞争。如宁波至厦门，公
路运行13.5小时， 票价312元，
高铁运行5.5小时， 票价仅250
元；厦门至深圳，公路运行8小

时，票价372元，高铁运行3.5
小时，票价仅150元。

这次对东南沿海高铁票
价进行优化调整，不仅有利于
企业改善经营状况，提高服务
水平，也有利于促进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作用发挥，更好地服
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群众出行。

问：今后，铁路部门将对
普速列车票价进行调整吗？普
速列车会逐步减少吗？

答： 对普速旅客列车票
价， 我们始终严格执行政府
定价政策。长期以来，铁路部
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充分
兼顾公益性要求， 坚持在出
行不便的老少边穷地区开行
票价低、站站停、速度慢的公
益性旅客列车， 为这些地区
实施精准扶贫， 便利百姓出
行，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

铁路部门开行动车组列
车的同时，仍将在既有线开行
普速旅客列车，发展和完善动
车组和普速列车相结合、适应
市场的铁路客运产品体系，满
足不同消费水平旅客的多样
化需求。在交通运输不发达的
偏远地区，我们还将继续开好
普速旅客慢车，为百姓出行提
供基本运输服务。

问：下一步，铁路企业将
会如何使用自主定价权？是否
意味着票价调整将常态化？

答：随着我国高铁的快速
发展，铁路部门不断完善高铁
运营管理， 提高服务水平，更
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铁路总公司将严格依据
国家法律法规，指导相关铁路
运输企业逐步建立和完善票
价体系。同时，将进一步加强
对铁路运输企业的监督管理，
确保票价调整依法合规，切实
维护广大旅客的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
行）“朋友圈”又扩大了！23日，亚投
行在北京宣布其理事会已批准新
一批13个意向成员加入，至此其成
员总数从57个扩大到70个。

这是亚投行自去年初正式开张
以来首次宣布接纳新成员。 此次新
增的13个成员包括阿富汗、 亚美尼
亚、斐济、中国香港和东帝汶5个域
内成员，和比利时、加拿大、埃塞俄
比亚、匈牙利、爱尔兰、秘鲁、苏丹、
委内瑞拉8个非域内成员。

■据新华社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3月 23日

第 2017075期 开奖号码: 7 8 7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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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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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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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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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注奖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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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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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总有关负责人谈东南沿海高铁部分票价调整

加强监管，确保票价调整依法合规

“加贺号”服役，日方还想在南海兴风作浪？

外交部：中国不会答应

亚投行新增
香港等13个成员

首次亮相

三、招聘程序及时间安排
1、报名时间：2017年3月

21-30日（双休日除外）。
2、报名地点：湖南省福

利彩票发行中心（长沙市开
福区秀峰街道湘福路9号）。

3、报名方式：采取现场
报名。

详情请登录湖南省福
利 彩 票 发 行 中 心 网 站
(www.hnflcp.com)和湖南
省民政厅网站 (mzt.hunan.
gov.cn)查询。

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 考 务 咨 询 电 话 ：
0731-89735581。 ■湘福

二、招聘职位、人数及要求

4������市场管理员
能熟练操作office
等相关办公软件。

经济、金融、工商
管理、 广告设计
和市场营销类

2

专业要求 岗位要求人数职 位序号
具有较强的文字
综合能力。

文史哲大类31������文字综合

具有会计从业资格
证，并有2年以上相
关岗位工作经历。

会计学、审计学、
财务管理、 财政
学、税收等

32������会 计

人力资源管理、
劳动关系、 劳动
与社会保障等

具有2年以上相关
岗位工作经历。

13������人事专干

为进一步充实工作力
量，优化队伍结构，促进工
作开展，湖南省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现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9名综合素质高的编外工
作人员。

一、招聘条件
1、 全日制一本以上重

点院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不含二级学院）；
2、 年龄在28周岁以下

（1989年 3�月 1日以后出
生），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
上学历，年龄可放宽到31岁
（1986年3月1日以后出生）；

3、 具备岗位所需要的
专业或技能条件；

4、身体健康。

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7年公开招聘编外工作人员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