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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降低部分商品最惠国税率
涉千余税目 11 月起实施；
关税总水平将降至 7.5%
晚报综合消息 9 月 30 日电 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 30 日发布公告，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降低部分商品的最惠国税
率。公告指出，今年以来，
经过连续多次自
主调整，中国关税总水平将由上年的 9.8%
降至 7.5%，
平均降幅达 23%。
公告中表明，
为适应产业升级、降低企
业成本和满足群众多层次消费等需求，从
今年 11 月 1 日起，降低部分工业品等商品
的最惠国税率。本次降税主要涉及纺织
品；
石材、陶瓷、玻璃制品；
部分钢铁及贱金
属制品；
机电设备及零部件，如金属加工机
械、纺织机械、工程机械、输变电设备、电工
器材、仪器仪表等；
资源性商品及初级加工
品，如非金属矿、无机化学品、木材及纸制
品、宝玉石等。
本次降税商品共 1585 个税目，约占中

印尼强震海啸已致 832 人死亡
尚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海啸过后，
一片废墟。

国税目总数的 19%，平均税率由 10.5%降至
7.8%，平均降幅为 26%。同时，随着关税总
水平尤其是药品、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的下
调，相应下调进境物品进口税(俗称行邮税)的
税目税率。
今年以来，经过连续多次自主调整，中国
关税总水平将由上年的 9.8%降至 7.5%，平均
降幅达 23%。适当降低关税，有利于促进对
外贸易平衡发展，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也
有利于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推进国
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据悉，中国已于今年 5 月 1 日起对绝大
多数进口药品实施了零关税，7 月 1 日起降
低了汽车及零部件、部分日用消费品的进口
关税，实施了信息技术协议扩围产品第三步
降税。
中新

培训机构禁一次性收取超 3 月费用
江苏出台新规，从 11 月 1 日起执行
新华社南京电 江苏省物价局会同省
教育厅、省工商局等近日出台的 《江苏省
培训收费行为规范》 规定，培训机构不得
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的费用。
根据新出台的规范，面向中小学生
的校外培训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关于
财务与资产管理的规定，收费时段与教
学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时
间跨度超过 3 个月的费用，不得在公布
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外收取其他费用，不得
以任何名义向培训对象摊派费用或者强行
集资。
针对学生家长和培训机构之间经常出
现的“退费”争执，规范明确，培训机构
自身原因造成培训对象退学的，培训机构
应当退还扣除实际发生费用的剩余费用。

而培训对象自己提出退学的，培训机构应当
按照培训合同的约定办理。培训合同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当退还扣除实际发
生费用的剩余费用。
规范还进一步加强培训收费日常监管。
培训机构应当建立收费台账，健全收费及财
务管理制度。价格主管部门将培训机构的培
训收费行为纳入经营者价格信用档案。培训
机构违反规范相关规定，由价格主管部门按
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江苏省培训收费行为规范》 将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江苏省物价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全省价格主管部门将加强部门协
作，注重日常收费行为监督，促进培训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
黎曦

新华社雅加达电 印度尼西亚抗灾署 9
月 30 日说，印尼中苏拉威西省日前发生的强
烈地震及地震引发的海啸已造成 832 人死
亡、540 人受伤，
另有 1.67 万民众撤离。
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当天在雅加达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截至当地时间30日13时，
距震中约 80 公里的中苏拉威西省首府帕卢市
死亡821人，
震中所在的栋加拉县死亡11人。
苏托波说，救援人员和重型机械设备缺
乏是当前搜救工作面临的主要障碍。此外印
尼抗灾署依然未能收到部分灾区的灾情数
据，预计本次灾害导致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
失还将进一步增加。由于死亡人数大幅增
加，
基于卫生原因考虑，
部分遇难者遗体将会
在验明身份后被集中埋葬。
苏托波还通报说，事故发生时帕卢市共

有 71 名外国人，其中 66 人被成功转移，另有 5
人失踪。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29 日发布公告说，尚未
收到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中国大使
馆提醒在印尼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注意防范地震
灾害，密切关注地震预报信息，保持通信工具畅
通，做好应急准备。如遇地震，应保持镇静，就
地避震。如遇重大紧急情况，应及时报警并与
中国驻印尼使领馆联系。
栋加拉县 28 日发生 7.4 级地震，震源深度
11 公里。地震一度引发震中附近海域发生 1.5
米至 2 米高海啸。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每年发生大小
地震数千次。今年７月底至８月中旬，西努沙
登加拉省龙目岛及周边海域发生多起地震，累
计造成 555 人死亡。
郑世波

山东对不合格疫苗问题涉及单位及人员问责

两人予以诫勉 六人遭到免职
免去赵吉来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职务；
免去隋晓燕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化妆品市场监管处处长职务；
免去毕振强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
委书记、主任职务；
免去徐爱强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
委副书记、副主任职务；
责成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山
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山东省委、省政
府作出深刻检查。
同时，因毕振强涉嫌其他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由山东省纪委监委对其立案审查调
查。
闫祥岭

顺喜

大众搬家

搬家

新 华 社 济 南 电 记 者 9 月 30 日 获
悉：根据山东省政府、山东省纪委监委疫
苗问题调查组对吉林长春长生公司不合格
疫苗流入山东省后相关职能部门及人员履
职情况的调查结果，经山东省委常委会会
议研究决定，对以下人员及单位予以严肃
问责：
对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袭燕予以诫勉；
对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马越男予以诫勉；
免去左毅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职务；
免去辛仁东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职务；

专业团队、诚信、务实、价优
13773650825华联北

补运

企业环保公开致歉承诺书
2018 年 5 月 28 日，我公司位于九华镇华兴路 58 号的工厂接受如皋市环
保局的检查时，发现一只磷渣桶破损，导致约 30 公斤磷渣液溢流地面。我公
司深刻认识到污染治理是每个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在此本公司就此行为向
社会公开道歉。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认真履行环保行政处罚决定。
二、加强危废处理操作人员责任意识，
层层把关，
套套工序到位，
确保危废
的合法合规处理。
三、全面落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与有资质的处理厂家进行有效合作，确
保危废的处理处置合法合规。
四、履行环保社会责任，
做环境保护的良心企业。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江苏翔鹰五金弹簧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30 日

双喜搬家
满意
13328090150

居民、企业搬迁
家具空调彩电拆装

公司成立 21 年 专业搬家车辆 8 辆

工农路555号东楼（开发区、港闸区有分点）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补运中心

祖救家起名风水改名知识产权专利依据相
关［易经开运文献］免费咨询荣获多年【文明
诚信单位】参考如下：商标投资选房租售建
修开张考运婚姻小人干扰等恐惧成功运·搬
家安床安神择吉更重要感谢者众多，预约黄

18252501888 13776936678

微信
电话
总部：南通市人民中路 301 端平桥肯德基对面
分部：海门黄海中路11路 海门秀山东路88号 …

家 政

13962806878

搬 家

手机：

地 址: 孩 儿 巷 北 路

洁华清洗公司
专业 83578521
13861988195
保洁

车辆信息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具拆装 长短途货运

十年经验 值得信赖

高价求购二手车
信誉至上 现金支付

1599655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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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友情提醒：
本栏目广告位尚有少量剩余，
请有意在本栏目投放
广告或广告即将到期的单位尽快至江海晚报分类窗口缴纳广告
款，
广告位顺序将按交款先后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