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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拟将网络分为五个安保等级
公安部：严禁网络运营者泄露个人信息
据公安部网站消息，公安部近日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征
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拟将网络分为五个安全保护等级，拟规定未经允许或授权，
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数据和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和双方约定收集、使用和处理数据和个人信息，不得泄露、篡改、损毁其收集的
数据和个人信息，不得非授权访问、使用、提供数据和个人信息。
《征求意见稿》拟明确，根据网
络在国家安全、经济建设、社会生活
中的重要程度， 以及其一旦遭到破
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被篡改、泄露、
丢失、损毁后，对国家安全、社会秩
序、公共利益以及相关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危害程度等
因素，网络分为五个安全保护等级。
—第一级，
——
一旦受到破坏会
对相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造成损害， 但不危害国家安全、
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一般网络。
—第二级，
——
一旦受到破坏会
对相关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 或者对社会
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危害， 但不危
害国家安全的一般网络。
—第三级，
一旦受到破坏会
——
对相关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造成特别严重损害， 或者会
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
重危害， 或者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
的重要网络。
——
—第四级，
一旦受到破坏会
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特别严
重危害， 或者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
危害的特别重要网络。
——
—第五级， 一旦受到破坏后
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
极其重要网络。
在数据和信息安全保护方面，
《征求意见稿》拟规定，网络运营者
应当建立并落实重要数据和个人信
息安全保护制度； 采取保护措施，保
障数据和信息在收集、存储、传输、使
用、提供、销毁过程中的安全；建立异
地备份恢复等技术措施，保障重要数
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

未经允许或授权， 网络运营者
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数
据和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和双方约定收集、 使用和
处理数据和个人信息；不得泄露、篡
改、损毁其收集的数据和个人信息；
不得非授权访问、使用、提供数据和
个人信息。
在重大隐患处置方面，《征求意
见稿》拟规定，公安机关在监督检查
中发现重要行业或本地区存在严重
威胁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和社会公
共利益的重大网络安全风险隐患
的，应报告同级人民政府、网信部门
和上级公安机关。
此外，网络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
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
利益的，紧急情况下公安机关可以责
令其停止联网、停机整顿。 据央视

中宣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

治理影视行业“阴阳合同”等问题
据新华社电 日前， 中央宣传
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国家电影局等
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对影视
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
等问题的治理，控制不合理片酬，推
进依法纳税，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
《通知》指出，近年来，我国影视
业快速发展，整体呈现出良好态势。
同时， 也暴露出天价片酬、“
阴阳合
同”、偷逃税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
推高影视节目制作成本，影响影视创
作整体品质， 破坏影视行业健康生
态，而且滋长拜金主义倾向，误导青
少年盲目追星， 扭曲社会价值观念，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整治。

《通知》强调，要制定出台影视
节目片酬执行标准， 明确演员和节
目嘉宾最高片酬限额，现阶段，严格
落实已有规定，每部电影、电视剧、
网络视听节目全部演员、 嘉宾的总
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
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
70%。 影视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监
管，对影视明星参与综艺娱乐节目、
亲子类节目、 真人秀节目等进行调
控， 严格执行网络视听节目审批制
度，严格规范影视剧、网络视听节目
片酬合同管理， 加大对偷逃税行为
的惩戒力度。 电视台、 影视制作机
构、电影院线、互联网视听网站、民
营影视发行放映公司， 不得恶性竞

争、哄抬价格购买播出影视节目，坚
决纠正高价邀请明星、 竞逐明星的
不良现象。政府资金、免税的公益基
金等不得参与投资娱乐性、 商业性
强的影视剧和网络视听节目、 助长
过高片酬。
《通知》要求，坚持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坚决反对唯票房、唯收视
率、唯点击率。要加强影视行业征信
体系建设， 强化行业协会组织管理
能力，健全经纪公司、经纪人管理机
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监督。各
级各类媒体要加强宣传引导和舆论
监督， 强化对娱乐新闻报道的总量
控制， 为影视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

养老金实行中央调剂制度、 多地公布社保缴费
基数、取消流量漫游费……

7月起一大波新政关乎你的钱包
今年上半年马上就要过完了，
下个月将有众多民生暖政实施：降
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 相当幅度
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取消流量费、建
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
调剂制度……

养老金实行中央调剂制度
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建立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
制度的通知》，决定建立养老保险基
金中央调剂制度， 自2018年7月1日
起实施。 在现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省级统筹基础上， 建立养老保
险中央调剂基金， 对各省份养老保
险基金进行适度调剂， 确保基本养
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实施
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不会增加企业
和个人的负担， 不提高企业和职工
个人缴费比例， 不改变现行的养老
保险待遇计发和调整办法， 不会影
响离退休人员个人待遇。

多地公布社保缴费基数
全国多地陆续公布了2018年社

保缴费基数，以北京为例，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职工缴费
基数下限按照北京市2017年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40%， 最低不低 于
3387元， 较之去年上涨305元；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
保险的职工， 缴费基数下限按照
本 市 2017 年 职 工 月 平 均 工 资 的
60%，最低不低于5080元，较之去
年上涨456元。

进口日用品会更便宜
经国务院批准， 自2018年7月1
日起， 降低部分日用消费品的最惠
国税率，涉及1449个税目，平均税率
由 15.7% 降 为 6.9% ， 平 均 降 幅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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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6月22
日印发公告，自2018年7月1日起，降
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 将
汽车整车税率为25%的135个税号
和税率为20%的4个税号的税率降
至15%， 将汽车零部件税率分别为
8%、10%、15%、20%、25%的共79个
税号的税率降至6%。
目前， 关税税额占厂商在我
国市场指导价的7%。 以一款在我
国市场指导价约90万元的进口汽
车为例，进口到岸价24万人民币，
税率25%时应缴纳关税6万元，降
为15%后为3.6万元， 比之前减少
2.4万元。 受降低关税影响， 汽车
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也将相
应降低。

取消流量漫游费
6月22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和中国电信先后宣布自7月1日起取
消流量“漫游”费，手机用户省内流
量升级为国内流量（不含港澳台）。
据央广 新华社

27日11时30分，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将新技术试验双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这两颗卫星主要用
于开展星间链路组网及新型对地观测技术试验。此次卫星发射任务，也是
张铮逸
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78次航天飞行。

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
认证服务收费下月起全面取消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27日从
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通
知，决定自2018年7月1日起，全面
取消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
服务收费。
取消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
认证服务收费后， 已在高校学生学
籍学历信息管理系统和学位信息管

理系统相关数据库中注册的学历学位
原则上实行网上查询和电子认证。 此
前， 教育部已将学历学位信息数据库
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据介绍，下一步，教育部将大力
推广电子查询认证服务， 进一步简
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更好满
足对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证明的
胡浩
数据查询等社会需求。

国家医保局：

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
据新华社北京电 抗癌药关
税降为零、减按3%征收进口环节
增值税、 罕见病用药简化上市要
求……记者从国家医疗保障局了
解到，随着抗癌药新规逐步落地，
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
税的后续措施， 督促推动抗癌药
加快降价，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5月1日起， 我国以暂定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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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再次对抗癌药降价问

题进行部署。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对记
者说，此前通过2017年医保药品目
录准入谈判，赫赛汀、美罗华、万珂
等15个疗效确切但价格较为昂贵
癌症治疗药品被纳入医保目录。 对
于目录内的抗癌药， 下一步将开展
专项招标采购， 在充分考虑降税影
响的基础上， 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
格下降。
该负责人说， 有关部门将按要
求抓紧推进工作， 争取让群众早用
上、用得起好药，逐步减轻重大疾病
陈聪
患者的医药费用负担。

由总统签署法令

巴西设立
“中国移民日”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电 巴西
总统特梅尔26日签署法令， 正式
将每年的8月15日设立为“中国移
民日”。
特梅尔在当天的签署仪式上
表示，中国移民早在约200年前就
来到了巴西。 1900年8月15日，巴
西官方记录的第一批华人抵达巴
西。如今，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
伙伴， 两国多领域合作广泛。 他
说：“
两国间合作建立在互利共赢
的基础上，从经济到航天，涵盖领
域广， 并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巩固
了对话机制。 ”
特梅尔说，“中国移民日”的
正式确立将夯实两国关系的根
基，增进双边人文交流，同时进一
步彰显华人对巴西社会建设作出
的贡献。
巴西众议员、 中国议员阵线

主席福斯托·皮纳托去年8月15日向
众议院全会递交提案，要求将每年8
月15日设立为“
中国移民日”。 他在
26日表示，
“
中国移民日” 的确立将
有助于在巴西传播中国文化， 让更
多巴西人了解中国。
中国驻巴西大使馆临时代办宋
“
‘中国移民日’法令的签署将
扬说：
在中巴人文交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的一笔，这既是对华侨华人为巴西、
为家人努力拼搏奉献的高度认可，
也是巴西兼收并蓄、 开放包容的生
动体现。 ”
他强调，8月15日也是中巴建交
纪念日， 这一日子对于双边关系具
有重要意义。上百年来，中国移民在
巴西的发展见证了两国交流合作不
断增进的历史。
1974年8月15日，中国和巴西正
张启畅
式建立外交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