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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客运企业安
全监管，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安
部、应急管理部联合修订出台了
《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
范》， 共同从源头加强客运安全
隐患治理。

统计数字显示，2012年至
2017年，55.8%的一次死亡10人
以上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涉及
公路客车、旅游客车。从事故调
查情况看，集中暴露出客运企业

安全主体责任不履行、客车驾驶
人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多发、动
态监控制度不落实等突出问题。

据介绍，规范重点从客运企
业动态监控、驾驶人安全教育和
管理、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等方面进一步提出严格要求，新
增专职监控人员、动态监控数据
分析、违法信息处理等13项具体
规定，并对驾驶人教育培训频次
和内容、 驾驶时间和休息时间、

长途客车驾驶人数量配备等46
条规定进行了完善调整。

为推动规范落地见效，公安
部还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要依照规范强
化客运事故深度调查，推动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宣传教育力
度，提升行业安全意识。健全企
业源头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
夯实客运安全基础。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5月30
日回应美国白宫29日发表的声
明时说，在国际关系中，每一次
变脸和出尔反尔都是对自己国
家信誉的又一次损耗和挥霍。中
方敦促美方言而有信，按照联合
声明精神与中方相向而行。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据报道，美国白宫29日发
表声明称， 美方将于6月15日前
公布总额约500亿美元的中国输

美重大工业技术产品清单并将
对其征收25%关税。中方对此如
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 在国际关系
中，每一次变脸和出尔反尔都是
对自己国家信誉的又一次损耗
和挥霍。美方有关声明显然有悖
于不久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
成的共识。中方敦促美方言而有
信，按照联合声明精神与中方相
向而行。

华春莹说，中方始终主张通
过平等对话磋商、以建设性方式
妥善处理和解决有关经贸分歧，
这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
根本长远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
共同期待。

“中方不想打，但也不怕打
贸易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
果美方执意任性妄为，中方必将
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维护自身正
当利益。”华春莹说。 ■据新华社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
见》， 对进一步推进科研诚信制
度化建设等方面做出部署。

此次发布的意见，以优化科
技创新环境为目标，以推进科研
诚信建设制度化为重点，以健全
完善科研诚信工作机制为保障，
坚持预防与惩治并举，坚持自律
与监督并重，坚持无禁区、全覆
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违背科研

诚信要求的行为，着力打造共建
共享共治的科研诚信建设新格
局，营造诚实守信、追求真理、崇
尚创新、鼓励探索、勇攀高峰的
良好氛围，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奠定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意见指出，科研诚信是科技
创新的基石。近年来，我国科研
诚信建设在工作机制、 制度规
范、教育引导、监督惩戒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整体上仍存
在短板和薄弱环节，违背科研诚

信要求的行为时有发生。
意见明确，严肃查处严重违

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自然科
学论文造假监管由科技部负责，
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造假监管由
中国社科院负责。 坚持零容忍，
保持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
行为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严肃
责任追究。 建立终身追究制度，
依法依规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
要求行为实行终身追究，一经发
现，随时调查处理。 ■据新华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30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进一步积极有效利用外资
的措施， 推动扩大开放促进经
济升级； 决定较大范围下调日
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更好满足
群众多样化消费需求； 部署建
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给
他们更多帮扶和关爱。

完善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
会议确定： 一是放宽市场

准入。 落实已明确的取消或放
宽汽车、船舶、飞机等制造业领
域外资准入限制的承诺。 完善
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 积极引
入境外交易者参与原油、 铁矿
石等期货交易， 支持外资金融
机构更多参与地方政府债券承
销。 二是对标国际提升投资便
利化水平。 今年7月1日前要完
成修订出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工作。 将清单内投资总额
10亿美元以下的外资企业设立
及变更， 下放至省级政府审批
和管理。 简化外国人才来华工
作许可程序， 在中国境内注册
企业选聘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才
可在2个工作日内获发签证。三
是保护外资合法权益。 严打侵
权假冒、侵犯商业秘密、商标恶
意抢注等行为， 大幅提高知识
产权侵权法定赔偿上限。 四是
强化国家级开发区利用外资重
要平台作用， 示范带动提高利
用外资水平。 五要完善和用好
信贷、用地、社保等支持政策，
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引导外资
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和现代农

业、生态建设、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

落实降税措施
让广大消费者受惠

会议指出， 进一步降低日
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有利于扩
大开放、满足群众需求，倒逼产
品提质、产业升级。会议决定，
从今年7月1日起，将服装鞋帽、
厨房和体育健身用品等进口关
税 平 均 税 率 由 15.9% 降 至
7.1%；将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
器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20.5%
降至8%；将养殖类、捕捞类水
产品和矿泉水等加工食品进口
关税平均税率从 15.2%降至
6.9%；将洗涤用品和护肤、美发
等化妆品及部分医药健康类产
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8.4%降
至2.9%。 有关部门要落实降税
措施，防止中间环节加价获利，
让广大消费者受惠， 促进国内
产业竞争力提升。

为更好保障广大残疾儿童
权益、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会议
决定， 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制度，从今年10月1日起，对符
合条件的0-6岁视力、听力、言
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
独症儿童，包括经济困难家庭、
福利机构收养的残疾儿童和残
疾孤儿等，提供手术、辅助器具
配置和康复训练等救助。 救助
经费纳入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预
算，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到
2020年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
尽救。

■据新华社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进一步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措施

多数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7月起下调

季步高：书生退学从戎、烈士英名永存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进一步推进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

三部门出台规范共治客运安全隐患

外交部回应白宫声明：
每一次变脸都是对国家信誉的又一次损耗和挥霍

5月30日，40万吨级矿砂船“深圳号”从江苏太仓港码头首航。“深圳号”40万吨级矿砂船由扬子江船业
集团建造，该船总长362米，型宽65米，船身内部配备7个货仓、1个液化天然气舱。 新华社 图

浙江龙泉市安仁镇的西南
方向，在天平山脚下季山头村，
有一座白粉墙的普通民房，它
就是革命先烈季步高的故居。

季步高，名大纶，号凌云，
笔名布高，1906年出生在浙江
龙泉天平乡季山头村。1922年
夏， 他考上上海东南高等师范
专科学校（同年10月更名为上
海大学）， 受到进步思想影响。
1925年6月，考入广州黄埔陆军
军官学校第4期。同年9月，在学
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 季步高根据党
的指示，从黄埔军校中途退学，

转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
委员会工人纠察大队， 专门负
责训育处工作。期间，他积极协
助2000多人的工人武装进行培
训，负责讲授《社会进化史》《共
产主义ABC》等革命理论课程，
同时协助编辑出版罢工委员会
的机关刊物《工人之路》。

1927年11月，中共广东省
委根据党中央指示， 决定举行
广州起义， 季步高协助做了大
量准备工作。

1928年1月30日，中共广州
市委再次重建， 季步高临危受
命， 担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他
想方设法秘密联络、收拢被打散
和隐蔽在各处的共产党员和共
青团员，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

4月13日，季步高当选为中
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 并继续
在广州开展地下工作。7月，去
香港向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
时，不幸被港英当局逮捕，遂被
引渡回广州反动当局。

在狱中， 他受尽了敌人的
残酷刑讯和拷打折磨， 但他视
死如归， 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
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

1928年冬， 季步高就义于
广州红花岗，牺牲时年仅22岁。

■据新华社

季步高（资料照片）。 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