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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将向中国公民提供5年期多次往返签证
当地时间6月30日，法国总理瓦尔斯在与

李克强总理共同会见记者时宣布：法国决定
向更多中国公民提供5年有效期的多次往返签
证。中国护照“含金量”再次升级。

李克强总理此次出访法国期间，除了开
展国际产能和第三方合作这样的“宏大”议
题外，事关国民利益的“签证便利化”，也
是他大力推动的议题之一。

台湾游乐场粉尘爆炸致498人伤
台湾新北市八仙乐园27日晚间举办的彩色

派对起火，导致助燃性粉尘爆炸造成498人受
伤。据称这是新北市救灾史上受伤人数最多
的意外。目前，5名涉事人员已被警方带走调
查。消防部门初步判断，当时在舞台西侧因
喷撒的粉尘碰到热源导致起火，也不排除有
人吸烟造成爆炸，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

韩国旅游团大巴在吉林遇车祸坠桥 致10人亡
据新华网，7月1日，吉林延吉新世纪旅行

社一辆载有28人的旅游大巴车从延吉市前往丹
东市途中，发生事故，掉至桥下。据悉，车
上28人全部救出后，在送往医院途中和医院救
治过程中，相继有10人死亡。

干部任期内损害生态环境将终身追责 
习近平7月1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
议指出，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试点，主要目标是探索并逐步形成一套比
较成熟、符合实际的审计规范，推动领导干
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促进自然资源资产
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安全。

会议强调，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
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
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

广东科级干部负债14亿元携家族十几人跑路 
近期，广东惠东县一科级干部负债10多亿

元携家族十几人“失联”。据初步调查，涉
及债务人82人，债务总额超过14亿元。26日凌
晨，三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

郭伯雄“缺席”中共党庆
今年的7月1日是中共党建党94周年纪念

日，尽管中共并未向外界预料的那样公布“曾
经与徐才厚并列的另一位中央军委原副主席
郭伯雄”的案件，但这并不妨碍郭伯雄被舆
论围剿。坊间盛传郭伯雄已被中纪委调查，

其所涉罪行已在内部通报，涉及“自杀”抗
拒以及多次搞婚外情并被举报等。有分析指
出，2014年中共建党节前夕，中共以开除徐
才厚、蒋洁敏、李东生和王永春的方式为党
献礼，今年党庆虽未见“大老虎”现身，但
这并不意味着诸如郭伯雄之类饱受舆论围剿
的“大老虎”已平安落地。

29省份2014年收费公路数据出炉 仅4省份未
亏损

交 通 运 输 部 6 月 3 0 日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2014年全国收费公路亏损1571.1亿元。这
一数字比2013年翻了约2.4倍。

而分省份看，中新网记者梳理发现，截
至目前，除西藏、海南两省区没有收费公路
外，其他29个省区市的2014年度收费公路统
计公报均已出炉。数据显示，25个省份出现
不同程度的亏损，仅安徽、广东、浙江、上
海四地出现盈余。

中国首次发布社会保险发展状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6月30日发布了

《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4》。这是
中国首次公开发布的社会保险发展状况的年
度报告。截至去年底，中国共有8.4亿人参加
了基本养老保险。去年企业离退休人员月人
均养老金为2061元。五项社保基金累计结余
52463亿元。

茶叶店老板指使泡茶妹色诱官员 幕后主谋为
商人

今年5月29日，福州市纪委通报3名处级
干部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福州官场流传
半年之久的福州版“雷政富事件”开始渐次
曝光。

福州版“雷政富事件”源起于去年10月
福州市公安局侦办的一起敲诈勒索案件。一
茶叶店老板指使泡茶妹，通过色诱党政干
部、偷拍开房照，并以通奸事实敲诈勒索，
先后色诱多名官员，其中一名官员不肯埋单
并报警，案件浮出水面。

食药监总局警示：酮康唑口服制剂存严重肝
毒性 

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通知称，酮康唑口
服制剂因存在严重肝毒性不良反应，即日起
停止生产销售使用，撤销药品批准文号；已
上市的酮康唑口服制剂由生产企业于7月30
日前召回。酮康唑口服制剂是咪唑类抗真菌
药，中国上市的有片剂和胶囊剂。

中国养老金入市方
案明确 官方称将
合理控制投资风险

中国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日前
公布了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投资管理办法》
（ 投 资 办 法 ） ，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这标志着，
外界期待已久的养
老保险基金入市方
案终于浮出水面。
根据官方数据，未
来，总额近6000亿
元人民币的养老基
金 有 望 投 资 于 股
票、基金类产品。
有关人士表示，养
老基金入市投资，
要以多元化投资的方式进行风险控制，实现保
值增值。

中国超重肥胖问题凸显 成人超重率为30.1%
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表示，居民膳食结构有所变
化，超重肥胖问题凸显，全国18岁及以上成人
超重率为30.1%，肥胖率为11.9%，6-17岁儿童
青少年超重率为9.6%，肥胖率为6.4%。

香港七一游行 场面冷清人数大缩水
香港民主阵线一年一度的“七一”游行开

始在维园举行集会，原定于下午3时出发游行
至金钟政府总部，后延至近3时30分出发，人
数明显较2014年疏落。

此次七一游行主题为“建设民主香港，重
夺我城未来”，要求行政长官梁振英下台、踢
走提委会、取消功能组别等。参与游行的市民
表示，虽然政改方案已遭否决，但是仍会继续
游行争取真普选。

中国首次向美国作出承诺：将减少干预汇率
财政部7月1日公布了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

济对话(S&ED)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
说明，在备受关注的汇率方面，中方承诺仅在
出现无序市场状况时进行干预，并将积极考虑
采取进一步措施向市场化汇率过渡。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知 中 国

6月30日又是让广大股民心跳的一天。
先是沪指低开低走，跌破4000点、3900点两
个整数大关，但临近午盘沪指突然翻红；午
后更是直线拉升逾5%。

而这或与国家队进场托底市场有关，证
监会、证券业协会、中国基金业协会、保险
机构以及诸多知名私募机构连翻出手，陆续
加入救市大军，暂时摆脱了两周来的暴跌局
面。

事实上，这一天已让股民等得太久，自
6月12日沪指创出5178.19点的高点，A股遭
遇持续回调，沪指11个交易日(截至6月29日)
跌幅超过千点。虽然证监会连续发布利好刺
激市场，央妈更是紧急祭出了“降准降息”
的双降大招，意图开启救市，然而，似乎并
没有什么用。29日开盘后市场继续大跌。随
后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在一系列利好政策消息下，7月1日，沪
指下跌223.52点，两市800只个股跌停。

7月1日晚，证监会连夜发布三大重磅利
好消息，A股交易结算收费标准下调，降幅
为30%；允许所有证券公司发行与转让证券
公司短期公司债券；券商自主决定强制平仓
线，不再设6个月的强制还款。

据《新京报》记者统计，这是证监会4
个交易日来第6次“关切”股市。

                            
                              （图片来自网络）

台 胞 免 签 注 7 月 1 日 起 实 施
电 子 台 胞 证 年 内 推 出

大陆对台湾同胞免签注政策7月1日起正式
实施。台胞持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台胞证）即可经开放口岸来往大陆并在大陆
停居留，无需办理签注。

台胞免签注 具体如何实施？
台胞免签注政策从提出到正式施行，只有

短短约半月的时间。
6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俞正声在第七届海峡论坛上宣布，大陆
将进一步为两岸同胞交流创造更好的条件，包
括对台胞来往大陆免予签注，并适时实行卡式
台胞证。

6月18日，国务院公布修改后的《中国公
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规定台胞来往大陆免予签注。同一
天，公安部出台具体规定。

免签注新规的要点主要包括：
1、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或

委托的有关机构，自7月1日起不再办理台胞签
注，口岸边检机关不再查验台胞签注，台胞仅需
持有效的台胞证即可来往大陆并在大陆停居留。

2、台胞证有效期不变，仍为5年。台胞申

请办理台胞证的渠道不变，从台湾地区、港澳
地区申请来大陆的，可向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
局派出或委托的有关机构申请；未持有效出入
境证件直抵入境口岸的，可向口岸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机构申请一次出入境有效台胞证；在
大陆的台胞可就近向居住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
出入境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3、台胞持有效的五年期台胞证，在具备
自助查验条件的口岸边检机关备案后，可实现
自助通关。

仍需持台胞证 不是可无限期居留
台胞证分为5年多次出入境有效和3个月一

次出入境有效两类。取消台胞证签注后，持有
5年多次出入证的台湾居民可在有效期内多次
来往大陆并在大陆停留、居留。持有3个月一
次出入证的台湾居民可一次入出境大陆并在3
个月有效期内停留。

取消台胞签注制度，不意味台湾居民来大
陆后可以无限期居留。国务院关于修改《办
法》的决定，明确了台湾居民在大陆合法居留
的法律义务，规定台湾居民“来大陆后应当在
所持旅行证件有效期内按期离境。所持证件有

效期即将届满需要继续居留的，应当申请换
发”，并保留了原办法中有关逾期居留法律
责任的规定。

电子台胞证年内实施 排除干扰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有关负责人6月18日

答记者问表示，年内将实施电子台胞证，正
在筹备对5年多次出入境有效台胞证的电子化
升级改版工作。

据悉，新版电子台胞证将参照旅行证件
的国际标准，应用成熟的技术工艺设计制
作，并借助信息化手段为台胞提供更为便
捷、高效的出入境服务。

对于这些新规，台湾岛内有部分人有些
疑虑和杂音。一些人声称，这是大陆“统战
阴谋”和“糖衣炮弹”，目的是使台湾“香
港化”、“大陆公民化”。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6
月24日进行直接而明确的回应。马晓光说，
这项重大政策为得是进一步便利两岸同胞往
来，推动两岸同胞之间交流，是为两岸民众
谋福祉，因而也得到两岸民众，特别是广大
台湾民众普遍欢迎，得到台湾主流媒体舆论

高度肯定。
根据介绍，未来的电子台胞证，“台湾

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这一证件名称没有改
变，出入境证件的功能没有改变。

马晓光称，对于任何有助于两岸同胞交
流往来的措施，“台独”政客们都怕得要
死，恨得要命，然而他们那些歪曲基本事实
的误导性言论也太低估了台湾民众的判断
力，因此是不值一驳，甚至是不值一哂。

大陆方面的态度表明，电子台胞证的实
施将排除“台独”干扰，不会被搁置。

便利台胞常态化 未来推进更便利化
2004年以来，大陆方面陆续授权福建、

上海、江苏、北京等20个省、自治区相关部
门为在大陆的台湾居民补换发5年有效台胞
证。

2008年，大陆调整5年有效台胞证号码
编排规则，自当年9月25日起，实行台胞证
号码“一人一号、终身不变”。

2011年，台胞来大陆签注收费标准全面
下调，总体降幅达50%。

                      （来源：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