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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 1日起， 中国再次下调部分商品进口关
税，对包括日用消费品、重要药品、先进技术设备等 850余
项进口商品开始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惠
及多个国计民生领域。 海外专家学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这是共赢之举，释放中国坚定推动对外开放的明确信
号。

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会长曾毅表示，调整关税
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开放，促进国内消费结构升级，也将
拓展世界贸易发展新空间，开创共享共赢的国际新局面。

瑞银财富英国投资部主管余修远说，开放性贸易政
策对进口国的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效率有促进作
用。从长远来看，这些举措会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提
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斯图尔特商学院经济学教
授哈伊里·图尔克说， 在世界经济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的
背景下，中国政府降低各种产品进口关税的举措，有助
于增加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改善贸易不平衡；同时
将给中国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支付更少，选择
更多，得到的商品质量更高，大幅提高生活水平。

德国杜伊斯堡 - 埃森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李远表
示，这项举措是中国政府决心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和更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现。中国通过贸易等渠道与世界经
济紧密联结，这次减税非常有利于促进全球贸易，让各
国分享中国市场。

在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机构顾问巴塔
查吉看来，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不是一句空话，下调进口
商品关税体现中国践行承诺、言出必行的大国担当。“我
关注到此次下调关税商品中包含部分成品药和原料药，
这一举措惠及百姓民生，让更多人用上高效低价药品。”

日本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调整关税的消息。《日本
经济新闻》指出，中国此举彰显以实际行动呼吁全球市
场开放的姿态， 同时有利于缓解国内食品价格上涨、改
善相关高新制造业经营状况。

业界博客《化学业界的话题》说，由于部分国家停止
向中国供应核心部件、技术和原材料，相关企业运营承
受压力。 中国下调有关商品关税，可以削减企业运行成
本，改善制造业运营环境。

《读卖新闻》报道，中国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消息
公布当天，纽约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再创历
史新高。 投资者认为此举有利于缓解经贸摩擦。

阿根廷国际问题专家卢卡斯·瓜尔达表示， 中国是包
括阿根廷在内的众多国家出口的重要目的地。此次调整关
税给自由贸易带来了更加积极的信号，表明中国愿意进一
步开放国内市场，为世界其他国家带来机会，让更多国家
在同中国进行贸易时获得更多便利和优惠。

/新华社

中国下调部分商品
进口关税释放内外红利

我省高速公路公安局
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春运

一是出行信息引导
服务 。 通过广播电视 、

“两微一端”等新闻媒体
及时发布出行提示、路
况信息， 引导群众合理
选择出行时间和路线。

二是警车带道领驶
服务。 春节期间，因恶劣
天气等原因必须采取管
制措施时， 对站口滞留
车辆开展间断放行、警
车护送服务， 最大限度
满足群众通行需求 ，确
保广大群众回得了家返
得了程。 同时，对运输电
煤 、肉禽 、蔬菜 、粮食等
民生物资车辆， 全力提
供优先保障， 最大限度
服 务 保 障 节 日 市 场 供
应。

三是爱心驿站便民
服务。 依托执法站和服
务区设置“春运爱心驿
站”， 向旅客提供指路、
咨询， 饮水等必要的服
务 。 报 警 救 援 电 话
（0431-12122）24 小 时
值班， 全时段受理群众
求助。

四是交通安全送教
服务。 印制高速公路温
馨提示卡 10 万份，春运
期间全程向广大交通参
与者发放提示。

五是对未携带驾驶
证、行驶证，驾驶室内悬
挂、 放置妨碍驾驶人视
线物品等“十类轻微违
法行为”以教育为主，保
障群众舒心、满意出行。

/ 记者 李娜 报道 摄

为营造浓厚的春运氛围,大力曝光严重违法行为,形
成安全行车的矩阵震慑效应, 全力保障春运期间高速公
路平安、畅通、有序。昨日下午，吉林省高速公路公安局召
开 2020 年春运新闻发布会， 直属支队交通安全宣传大
队大队长张景春向媒体曝光近期全省高速公路查处的

“涉牌涉证”、客车超员、危化品运输车违反禁令标志、酒
醉驾及倒车、逆行等严重违法行为。

据了解，2019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 月 15 日
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查处的“公路客车超员”

“危化品运输车违反禁令标志“”酒醉驾“倒车、逆行、掉
头”涉牌涉证“等 16 种 415 起重点违法行为予以曝光。
其中,查处“公路客车超员”2 起,“危化品运输车违反禁
令标志“11起,”酒醉驾“17起,”倒车、逆行掉头“47 起,”
伪造变造使用号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故意遮挡机动
车号牌“”无证驾驶“”交非驾“等涉牌涉证违法行为 38
起。

通过媒体平台向全社会公开曝光, 警示教育广大交
通参与者遵法守规,文明驾驶,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记者 李娜 报道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即将到来。 为了让人民群众平安回家过年，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
从 1 月 10 日开始启动了春运专项行动，推出了“五项管理措施”和“五项服务举措”，全力打造最安全、
最畅通、群众最满意的春运暖心路，昨日，吉林省高速公路公安局春运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面向社会
通报了相关工作情况。

高速公安曝光通报
严重违法行为

会上， 直属支队交通秩序
管理大队大队长闫春喜通报高
速公路公安局春运启动以来查
处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情况；
发布春运交通管理工作“五大
管理措施”“五大服务举措”。

据了解， 1月 10日春运工
作启动以来， 全省高速共查处
各类严重违法行为 555 起，其
中酒驾 2起， 涉牌涉证 58 起，
与去年相比大幅下降， 道路交
通秩序稳中向好。

一是坚持数据引领， 强化
预警研判。 根据历年春运期间
车流变化规律预判， 今年的车
流高峰依然集中在即将到来的
春节小长假期间， 其中春节前
两天以及小长假后两天最为集
中，但因免费通行政策的施行，
春节期间高速公路短途探亲访
友车辆将大幅增加， 农历初二
至初五几天出行小高峰现象将
会出现。针对以上情况，全省高
速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制定
了周密预案， 全省 943 名高速
交警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将随
时深入路面开展工作。

二是坚持联管联动， 强化
隐患排查。 按照“四个一同”机
制，盯紧弯道、坡道、桥梁、隧
道，尤其是背阴坡等重点部位，
将隐患排查工作贯穿春运始
终，发现隐患立即整改，督促管
养部门及时处理。 针对夜间交
通管理弱点、盲点，开展“一路
三方”联合错时巡逻，对即发性
隐患第一时间消除， 不能当场
消除的采取必要的警示措施，
通报相关部门及时处理。

三是坚持重点管控， 强化
事故预防。加强重点时段管理，

启动 28个交通警察执法站，每
天勤务时间不少于 10 小时，严
查长途客车、 旅游包车 2 时至
5 时以及危化品运输车 0 时至
6 时禁行时段违规运行。 加强
违法记录“清零”，联合地方运
管、 治安部门开展交通违法记
录“清零”，防止“两客一危一面
一货”等重点车辆带病运行。加
强信息同步共享， 对途经高速
公路的客运车辆实施“集群化”
管理，建立微信群，将企业负责
人、安全员、车辆驾驶人纳入微
信群， 遇恶劣天气时时推送高
速公路安全提示信息， 确保客
运企业及相关人员掌握高速公
路路况。

四是坚持严查严处， 强化
违法治理。 每周组织开展一次
统一行动和“夜查”行动，严查
严处超速、 无证驾驶、 疲劳驾
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不
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停车、倒
车、客车超员、面包车超员及货
车超载等重点违法。

五是坚持快速反应， 强化
应急处置。 建立完善恶劣天气
应急管理工作预案，明确“不管
制、少管制、多护卫、早开通”的
工作原则， 全力避免因管理不
力导致的可防性事故发生。 优
化管控措施， 出现雪雾等恶劣
天气时， 根据影响程度和路面
情况适时采取站口提示、限型、
分流、间断放行、警车领驶等措
施， 严防发生车辆大量滞留和
多车相撞事故。突出联勤联动，
加强与气象、应急、医疗及邻省
交警部门等单位的沟通协作，
及时联动开展应急处置， 确保
恶劣天气发挥联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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