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联邦政府3月30日公
布的文件显示， 国务院拟要求
美国签证申请者提交社交媒体
用户名等多项个人信息。

文件显示， 新规定要求签
证申请者提供过去5年在指定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个人信息。
此外， 申请者还被要求提供过
去5年曾使用的电话号码、电子
邮箱地址、 国际旅行记录以及
是否曾违反移民法、 是否曾被
驱逐出境、 是否有家庭成员参
与恐怖主义活动等信息。

解读

新规有哪些具体内容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新规针对的指定社交媒体平台
有20家，其中大部分设在美国，
包括脸书、推特、领英、优兔等。

此外， 新规还涉及设在中
国的豆瓣、QQ、新浪微博、腾讯
微博和优酷视频以及俄罗斯社
交媒体平台VK、比利时交友平
台Twoo和拉脱维亚社交问答
平台Ask.fm。

签证申请者也可以自行选
择提供非指定社交媒体平台上
的个人用户信息。

影响范围有多广
此次的新规将适用于几乎

所有美国签证申请者。据美国国
务院估计， 将有71万移民签证申
请者和1400万非移民签证申请者
受到影响。外交、公务等特定类型
签证申请者不受新规影响。

目前新规尚未生效。 美国
国务院在文件中说， 现面向公
众征集对新规的意见， 即日起
至5月29日止，为期60天。新规
施行前还须得到美国行政管理
和预算局批准。

分析

不仅侵犯隐私，
也加大了获签难度

美国国务院在文件中说，
收集这些信息的目的在于对签
证申请者进行身份识别和审
查。 国务院在另外一份声明中
表示，这些额外信息“将强化对

签证申请者审查及确认他们身
份的流程”。

分析人士认为， 这项新规
定迎合了总统特朗普要求对所
有申请进入美国的外国人进行
“极端审查”的主张。特朗普认
为，“极端审查” 将有助于防范
恐怖主义。 美国国土安全部实
际上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加强对
入境人员的筛查。 去年10月底
纽约发生卡车撞人恐袭事件
后， 特朗普曾责令国土安全部
继续加强筛查措施。

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立场
强硬， 主张限制移民并提出修
建边境隔离墙、 废除“连锁移
民”和“绿卡抽签”项目、抓捕和
遣返非法移民等举措， 并颁布
针对多国公民的旅行禁令。这
些主张和举措不断受到政界和
法律界人士的挑战。

批评人士指出， 此次的签
证新规不仅会侵犯签证申请者
的隐私， 也势必将加大审查工
作量及获签难度， 而且未必能
达到特朗普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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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上午， 在上海浦东新
区办税大厅，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
司财务人员从申报专窗接过一张环
境保护税税票， 这是我国环境保护
税开征以来开出的首张税票。

今年1月1日， 我国首部环境
保护税法正式实施。 作为按季申
报的全新税种， 环保税于4月1日
在全国范围迎来了首个征期。

首张环保税税票开出
“首张环保税税票的开出，标

志着环境保护费税制度转换在基
层顺利落地。”福建省地税局财产
行为税处处长张锦珊介绍， 除了
加强申报期的保障服务， 税务部
门还将运用公益广告、小视频、微
电影等形式开展广泛宣传， 为纳
税人普及环保税背景知识和详细
操作流程。

在北京密云， 北京特驱希望
饲料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王虎来
到办税大厅。 在简单的申报手续
之后， 他顺利收到了北京市第一
张环保税税收缴款书。“待公司办
完手续后， 我们将把这张完税证
明捐赠给北京税务博物馆， 以此
表达我们践行绿色税制、 依法依
规纳税的决心。”王虎说，“如今企
业的环保意识正在与日俱增，我
们也愿意为降低环境污染、 留住
绿水青山尽一份力。”

“环保税正是着眼于解决好
人民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 承载
着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促进生态

环境保护的重任。”北京市密云区
副区长范永红表示， 密云作为北
京市生态涵养区之一， 肩负着为
北京市保护一盆清水的特殊使
命。做好环保税征收工作，对密云
来说尤其重要。

体现“绿色税制”
环境保护税法是我国首部体

现“绿色税制”、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单行税法。 作为全面推行营
改增试点改革后第一个通过费改
税新增的地方税种， 环保税承载
着助力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功能。
今年以来， 国家税务总局会同财
政、 环保等部门为环保税首个征
期做了多方面准备工作， 进一步
确保税制平稳转换。

据介绍， 目前全国各地税务
部门核心征管系统、 网报系统均
已部署上线，共识别、认定、采集
了24万多户环保税纳税人的基础
信息， 联合环保部门组织培训
4600余次。同时，各地税务部门
已陆续开展现场咨询、12366热
线咨询等， 以多种渠道为纳税人
开展纳税辅导。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
司司长蔡自力表示， 为充分保障
环保税纳税申报平稳有序，各地办
税服务厅广泛增设了环保税申报
专窗、绿色通道。除前往办税服务
厅办理业务之外，纳税人也可以在
网上办理环保税申报， 充分享受
“互联网＋税务”带来的便利。

环保税开征，上海开出全国首张税票
污染物排放量低于国家标准可享受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增强
了我们优化生产工艺、 减少污染
物排放的动力。”巴斯夫新材料有
限公司财务人员表示， 依照环保
税“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
征”的激励机制，公司因污染物排
放量低于国家标准， 原本应缴的
9400多元环保税获得减免， 实际
税款只需8800多元。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樊勇说，环
境保护税的征收不以增加财政收
入为目的，其生态意义远大于税收
意义。实施环境保护费改税是党中
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
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
寄托着百姓对“天更蓝、山更绿、水
更清”的美好期待。 ■据新华社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4月 1日
第 2018084期 开奖号码: 5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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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
0

1819

1040
346
173

978640
0

314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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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4月 1日 第 2018036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8 17 24
下期奖池 ： 897368156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26 28 33 蓝球: 04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
○○○○●
○○○○
○○○●
○○●
○●
●

117
1164
65905

1331597

9147831

4
6
28

2432
49725

326634

0
231790
3000
200
10

5

10000000

生态意义远大于税收意义

美国签证新规！
申请人需提交五年社交媒体记录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3月 31日

第 2018083期 开奖号码: 2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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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566
0

1040
346
173

521040
195836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进入全新的2018年， 湖南
彩市“春色满园”， 截至3月28
日， 我省今年已收获福彩双色
球一等奖7注，其中单期收获奖
金 最 多 的 是 福 彩 双 色 球
2018018期， 长沙芙蓉区朝阳
二村48栋43014676号福彩投
注站的幸运彩民，一人独中2注
头奖，共获奖金1276万余元；福
彩刮刮乐全省共中出一等奖17
个，单个最高奖金40万元。福彩

视频票“中福在线”中得全国累
积奖140个，其中长沙地区中出
37个，暂列全省第一。

今年湖南福彩各类营销活
动频繁“上演”，令彩民应接不
暇。上周刚结束的“快乐十分
之动物总动员”1500万元大派
奖活动， 三湘彩民着实过足了
“动总瘾”。活动期间，湖南彩市
奖销两旺， 5天共计派出奖金
1245.8万余元。

2月1日抢先上市的面值20
元的“戊戌狗-福禄寿喜”即开
票，最高奖金100万元，同步开
启的“百万戌狗闹新春，豪礼金
条送不停” 礼馈活动现仍在进
行中， 并将持续至6月30日。若
在“戊戌狗-福禄寿喜”彩票中
刮出“金条”的特殊奖符，即可
中得10g足金金条一根。

3月1日，福彩刮刮乐生肖系
列票10元面值的“戊戌狗-旺旺
年”和5元面值的“戊戌狗-金狗
银狗”接力上市，为三湘彩市增添
新动力。10元面值的生肖票“戊
戌狗-旺旺年”， 一等奖25万元。
面值5元的生肖票“戊戌狗-金狗
银狗”为双联票，分为金、银两色，
寓意阴阳平衡，一等奖10万元。

3月28日福彩刮刮乐新票
“天生一对”又温情上市，该票
面值10元，一等奖20万元。

■木子 经济信息

湖南福彩彩市“春色满园”

3月31日， 在英国剑
桥，霍金的灵柩被抬往圣
玛丽教堂。

已故英国科学家霍
金的葬礼31日下午在剑
桥大学的圣玛丽教堂举
行。霍金的家人、同事和朋
友等约500人出席了这个
私人纪念活动。

新华社图

英国举行葬礼
告别霍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