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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8 月
23 日，全国首票进口货物“两步申
报”改革试点业务在中国（浙江）自
由贸易试验区落地。该票业务由舟
山中外运报关有限公司申报进口，
进口货物为冻鲣鱼。从企业准备申
报到准予提货整个流程由原来的 4
小时缩短至1分28秒。

“两步申报”是海关总署主动适
应国际贸易特点和安全便利需要，
所采取的一项重要通关改革措施，
旨在进一步推进通关便利化，持续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外贸稳定
发展。

在这种新通关模式下，企业不
需要一次性提交全部申报信息及单
证，整个提交过程可以分成两步
走。“两步申报”不是“两次申报”，而
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申报”，企业仅
凭提单的主要信息，就可以完成概
要申报（第一步申报）并提离货物，
在运输工具申报进境起14日内完成
完整申报（第二步申报），补充提交
满足税收征管、海关统计等所需要

的相关信息和单证，按规定完成税
款缴纳等流程。

“两步申报”减少了进口货物因
等待申报所需单证而产生的滞港时
间，大大提高了通关效率，大幅降低
了企业成本。

舟山中外运报关有限公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以往办理业务过程
中，常常会遇到载货船舶已抵港但
商业单证未备齐而无法报关的情
况。新模式下，允许企业在获得提
单、船名等相关信息和单证后先进
行概要申报，货物到港后如不涉及
查验即可提离，给企业生产经营带
来极大便利。“两步申报”模式不仅
让通关速度更快、物流成本更低，
而且让企业有更充足的时间去获取
货物信息，可以更加准确地完成申
报 ，漏 报 、错 报 等 情 形 将 会 大 大
减少。

“两步申报”在给企业带来诸多
便利的同时也对海关内部的管理流
程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改变了传
统的货物通关验放模式，还将对风

险防控、信用管理、综合治税等管理
理念和模式带来一系列改变，具有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海关总署综合司有关负责同志

表示，“两步申报”将促进海关全面
履职，打造国际先进的通关制度。
通过“两步申报”改革，可有效整合
优化提前申报、汇总纳税等通关便
利措施，健全完善报关单修撤、税收
强制等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海关
通关前、中、后不同监管环节的各自
优势。

在部分海关试点的基础上，“两
步申报”改革今年底前将在全国海
关推开。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表
示，实施“两步申报”的同时，继续保
留“一次申报”模式，企业可自主选
择，确保在充分尊重企业意愿和市
场规律的前提下推进试点工作，把
好事办好，充分释放海关的改革
红利。

首票进口货物“两步申报”改革落地
年底前将在全国海关推开

（上接第一版）
再比如，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持续推进，一些种植户抓紧推动
品种的更新换代。这些新品种水果需
要投入的要素更多，成本更高，并且
优质优价，价格自然也会高些。陕西
省西安市周至县是全国最大的猕猴
桃生产基地，种植猕猴桃超过26万
亩。周至县陕西佰瑞猕猴桃研究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永武告诉记者，公司
10年来选育出瑞玉、璞玉、金玉等高
端猕猴桃产品，这些品种的价格普遍
会更高一些。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会长鲁芳校
坦言，近年来，水果生产投入品价格持
续上升，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上涨幅度
较大，销售成本也在增加，推高了市场
价格。随着消费不断升级，消费者对优
质水果需求增加，优质品牌水果需要
更多的成本投入，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综合施策 防止“过山车”行情

一些人担心，下半年水果价格
会持续“生猛”。

在陕西西安西北农副产品中心
批发市场，负责市场运营的西安摩
尔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
伟民告诉记者：“今年红富士苹果肯
定大丰收。随着新苹果陆续上市，加

上南方水果大量上市，红富士苹果
会比上半年价格低很多。”

在西北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从
事多年水果生意的金鑫女士告诉记
者，今年陕西风调雨顺，红富士价格肯
定得下降，有些商贩冷库里还存着少
量去年的果子，现在也着急出货。要不
然，等新果子上市，库存就砸在手里了。

大量早熟的新苹果已经陆续入
场。河南省灵宝市苏村乡盛丰果品
专业合作社的华硕苹果已经通过大
型连锁超市、电商等渠道进入市场。
合作社负责人郑引祥告诉记者，这
种苹果比红富士早熟2个月，今年才
第二年挂果，亩产已达 1500 斤左
右，明年预计能达到4000斤。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蔬菜中心
批发市场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娜认
为，随着外地水果上市，加上本地的
葡萄、桃、香瓜、油桃等批量上市，水
果供给充足、品种丰富，不必担心水
果价格持续猛涨。

目前，在河北的市场上，来自山
西、陕西的早熟苹果每斤只要1.5元
至2元。与去年同期相比，西瓜价格
下降 22.2%，哈密瓜下降 18.5%，桃
下降33.3%。

鲁芳校告诉记者，由于2018产
季水果收购价格高、效益好，果农对

2019产季的果园加大投入、加强管
理，绝大部分苹果、梨产区生产正常，
产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加之进口水
果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市场供应量充
足，水果价格会进一步平稳。

在采访中许多果农告诉记者，相
对于“过山车”行情，更希望市场波动
幅度小一点，使收益预期更稳定一
些。因为，行情大好的时候，一斤果子
虽然可以多卖几毛钱，但赶上行情太
差的时候，赔本、滞销等风险都得自
己扛着。大起大落的行情，既不容易
挣到钱，也不利于生产安排。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果业局总
工程师崔海洋对此颇为感慨。在他
看来，现在市场价格稍微有点风吹
草动，许多人就开始吐槽。事实上，
这些年来，果农挣钱难度更大了，许
多地方果园老化、品种更新慢、产量
低、品质差，果农要承担很大压力。
一些地方的果园由于年轻人不愿耕
种管理而撂荒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要保持果市供应充足，不能靠偶尔
一两年的价格飙涨，而要让源头果
农保持稳定收益，让果农吃下“定心
丸”，特别要通过协会、龙头企业等
推动果农优化果品结构、提高果园
管理效率、形成品牌优势。“果农稳
了，市场更稳。”崔海洋说。

本报天津9月1日电 记者吴
佳佳报道：随着残运圣火缓缓熄灭，
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
9月1日在天津圆满闭幕。

中国残联体育部主任、全国第

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组委会
常务副秘书长赵素京介绍，全国第
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共打破
124 项全国纪录，超 35 项世界纪
录。在1029名获得金牌的选手中，

25 岁以下的有 536 人，占金牌运动
员总数的52.1％。比赛中一批年轻
选手脱颖而出，运动员的心理素质
和抗压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国家队适龄运动员表现稳定，这也
为2020年东京残奥会、2022年北京
冬残奥会备战进行了高水平练兵。

下一届残运会暨特奥会将在陕
西省举行。

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闭幕

本报北京9月1日讯 记者杨
学聪报道：9 月 1 日，以“妫水璀璨
长城聚首”为主题的“延庆特色文化
月”启动仪式在妫汭剧场举行。以
此为起点，世园会园区文化活动正
式开启“延庆频道”。在未来的 30
天中，世园会舞台上将每天上演具
有延庆特色的文艺节目，帮现场游
客了解延庆、爱上延庆。

据了解，“延庆特色文化月”活
动将利用4周时间集中向世界展示
延庆文化，以“妫水璀璨”经典传承、

“中秋月圆”传统文化、“生态涵养”
同绘世园、“奔向冬奥”为主题，充分
融入延庆地方特色，并通过策划一
系列延庆大型文艺演出、主题展览、
主题论坛、推介会的形式，彰显延庆
的传统文化、长城文化、生态文化、

红色文化和世园冬奥文化。
启动仪式结束后，大型原创歌

舞剧《妫川颂》专场演出首场开演，
展示“长城脚下，妫水河畔，美丽延
庆 ，冰 雪 夏 都 ”的 延 庆 总 体 文 化
理念。

世园会启动“延庆特色文化月”

9月1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武汉光谷综合体鲁磨路通道正式通
车，标志着光谷综合体主体结构全部完工。据了解，光谷综合体项目是服
务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重点项目之一。预计投用后日均可通行40
万人次，将极大缓解交通压力。 金 伟摄（中经视觉）

武汉光谷广场综合体
主 体 结 构 完 工

香港一些暴徒8月31日下午又
一次冲击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及立法
会，向建筑物和警方大肆投掷汽油
弹、砖头等攻击物，并在警察总部等
多处纵火。对这种愈发升级的极端
暴力行径，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广
大香港市民以及一直心系这座城市
的全国人民，出离愤怒，同仇敌忾！

面对暴徒们肆无忌惮的暴行，
特区政府和警方采取果断措施，严
正执法，依法制暴，向暴徒和他们背
后的黑手，发出了清晰明确的警告，
充分彰显了恢复社会秩序、维护香
港法治的坚定决心，赢得了广大香
港 市 民 以 及 全 国 人 民 的 认 同 和
支持！

持续两个多月的非法暴力行为
在香港不断升级，性质愈发恶劣。
一小撮“反中乱港”分子肆意“绑架
香港”，突破法治、道德和人性底线
的暴行罄竹难书。两个多月来，这
些暴徒及其背后势力言必称“民主”

“自由”，却无视他人的自由权利，用
暴力手段阻止大众上班、上学、就
医、出行；他们自我标榜“请命”“革
命”，却不顾“人命”，遇对其反感、反
对者施以谩骂、恐吓、殴打。从在校
园散布威胁警员未成年子女的言
论，到在网上大肆叫嚣“杀警”，再到
深夜蹲守警署外偷袭警察，暴徒之

凶残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在香港“暴”与“乱”的背后，是

“反中乱港”势力和暴徒们的精心算
计，反修例不过是一个借口。他们
真实意图越来越清晰，企图通过在
香港制造社会动乱，夺取特区管治
权，摧毁“一国两制”，进而将“颜色
革命”渗透到中国内地。然而，他们
用暴力“绑架香港”向中央施压的企
图，他们无理、贪婪、无底线的政治
要挟，不过是痴心妄想。须知，中央
绝不会在原则立场问题上让步，“三
条底线”不能触碰：绝对不能允许任
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绝对不能允
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权威、绝对不能允许利用香
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有
人胆敢触碰、挑战“三条底线”，干
扰、破坏“一国两制”，不但其政治图
谋注定彻底失败，而且必须承担违
反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法律责
任，这是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的。

连日来，香港警方拘捕包括“港
独”组织头目黄之锋、陈浩天等在内
的多名涉嫌参与近期暴力犯罪活动
的人员。警方8月28日披露的数据
显示，已经拘捕近900人，并将继续
严正执法，将犯罪者绳之以法。面
对中央政府对特区政府和警队的坚
决支持，面对特区政府严正执法和

广大香港市民、全体中国人民的强
烈声讨，“反中乱港”势力已渐感穷
途末路，试图孤注一掷。暴徒们8月
30日深夜袭击下班警察，31日又不
顾警方警告，再次上演暴力乱港恶
行。他们挑衅警方，煽动暴力，企图
制造流血事件，妄图玉石俱焚，这都
不过是垂死挣扎！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符合香
港社会整体利益、符合外来投资者
利益，是香港社会共同愿望。广大
香港市民要坚决支持特区政府依法
制暴，支持警方迅速采取行动制止
极端暴力违法行径，全力抓捕暴
徒，尽快稳控香港局势，这是当下
最大公义、最大天理、最大民声所
在。我们要正告“反中乱港”者，绝
不要错判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包
括香港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与核心利益的决心
与能力。

光明从来无惧黑暗，正义必将
压倒邪恶，法律定要严惩罪行。无
论是香港暴乱的参与者还是幕后的
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审判就将
来到。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依 法 制 暴 是 当 下 香 港
最大公义、最大天理、最大民声

新华社记者

香 港 各 界 严 厉 谴 责 暴 力 升 级
呼吁特区政府依法制暴

新华社香港9月1日电 针对
有媒体报道美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恩
格尔、众议员麦考尔发表声明妄称
极端暴力分子“展示出可敬的勇
气”，诬蔑中央政府对港政策，对特
区政府依法施政指手画脚的错误言
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
员公署1日指出，美有关政客无视事
实，颠倒黑白，包藏祸心，赤裸裸地
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对此予
以强烈谴责。

发言人表示，少数极端暴力分
子行径之残忍、性质之恶劣举世罕

见，香港警察为维护社会安宁不得
不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孰因孰
果、孰对孰错，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
人都不难判断。美国个别国会议员
却仍然睁着眼睛说瞎话，公然美化
暴徒，对忍辱负重的香港警察吹毛
求疵。难道警察袖手旁观，任香港
法治沉沦，才是你们的内心期待？
你们对发生在美国的类似暴行毫不
手软地口诛笔伐、强力镇压，这种虚
伪的双重标准和无耻的强盗逻辑让
每位有正义感的人都深感义愤和
不齿。

发言人指出，香港的极端暴力
冲击已持续两个多月，给香港经
济、社会、民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美国一些政客还在为极端暴力分
子击节叫好，唯恐香港不乱的心
态昭然若揭，让人们愈发清楚地
看到，他们就是香港乱局背后的

“黑手”。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

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敦促
美有关政客立即停止对香港事务指
手画脚，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

外交部驻港公署：

美有关政客唯恐香港不乱的心态昭然若揭

新华社香港9月1日电 就暴
力分子1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及港铁
站的破坏行为，香港特区政府发言
人当日表示，严厉谴责暴力分子的
破坏及违法行为，警方会对暴力及
违法行为果断执法，保障广大市民
的安全及权利。

发言人指出，法院早前已分别
批出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妨碍机场
及铁路运作。然而1日有大量暴力

分子目无法纪，刻意阻碍机场运作，
并在附近堵路及纵火，导致机场交
通严重阻塞，影响大批旅客行程，并
对香港经济造成伤害。

发言人说，有暴力分子将杂物
投向铁路路轨，危及铁路运作安全，
也有暴力分子肆意破坏港铁车站，
其中东涌站损毁严重，令多条港铁
线路暂停服务。示威进行期间有人
围殴其他市民，并有暴力分子拆下

东涌游泳池的国旗并焚毁，挑战国
家权威，冲击“一国两制”底线。

特区政府表示，严厉谴责暴力
分子的破坏及违法行为。暴力分子
完全漠视旅客及市民的需要，更对
持不同意见或无辜的人士及机构施
以暴力威吓及恶意报复，行为野蛮，
令人愤慨。警方会对暴力及违法行
为果断执法，保障广大市民的安全
及权利。

香港特区政府：

警方会对暴力及违法行为果断执法

据新华社香港9月1日电 大
批激进暴力分子8月31日在香港多
地非法集结、暴力破坏、肆意袭警，
受到香港舆论和社会各界严厉谴
责。各界谴责暴力升级的同时，更
呼吁特区政府依法制暴，将鼓动暴
乱的幕后黑手绳之以法。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
宗在 1 日发表的网志中说，31 日有
示威者参与非法集结，更有激进分
子堵塞多条主要干道，分别步行至
特区政府总部、立法会大楼和警察
总部，严重阻塞交通。令人发指的
是，暴力分子暴力不断升级，向警方
防线投掷砖头、杂物之外，更以腐蚀
性液体弹及汽油弹作武器，攻击警
务人员，焚烧防护水马（灌水式活动
隔栏），并在多处公众地方大规模纵
火，威胁市民生命财产。

他指出，这些暴力分子愈趋暴
戾，公然挑战法纪，严重破坏社会秩
序，罔顾公众安全。社会各界应与
暴力划清界限，并对暴力分子的行
为予以最严厉谴责。特区政府全力
支持警队严正执法，把犯罪分子绳
之以法，追究到底。

张建宗表示，止暴制乱、恢复安
宁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特区政
府正积极探讨如何有效地与社会各
界携手建立多元化、广泛的对话平

台，通过坦诚、认真的沟通，聆听各
阶层市民心声，化解矛盾，为香港
目 前 困 局 找 出 路 ，让 香 港 重 回
正轨。

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31日晚
透过发言人表示，对于有暴力分子
再次冲击立法会大楼，他感到极为
痛心及失望，严厉谴责暴力分子罔
顾在场人士安全，投掷易燃物品和
砖头等。他呼吁，应以和平方式表
达诉求，希望各方合力化解社会纷
争，令香港早日恢复安宁。

《大公报》1日发表的社评指出，
乱港势力31日集结力量，在港岛九
龙多地全面制造暴乱，暴力手段及
行凶方式都呈现前所未有的升级，
黎智英等黑手更是公然参与非法游
行。显而易见，乱港势力意图进行
一场“终极一战”，黎智英等人正在
进行“最后的疯狂”。以一场前所未
有的暴乱，实现推翻特区政府管治
的目的，进而配合美国反华势力策
略主导香港形势，这就是31日暴乱
的真正意图。

香港经济民生联盟表示，极端
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丧心病狂、无
法无天，经民联对此极度愤慨，并予
以强烈谴责。暴力分子企图以违法
暴力行为胁迫特区政府和香港市
民，令执法者及无辜市民的安全受

到严重威胁，多区商户无法正常营
运，生意大受打击，严重损害香港经
济及社会稳定。

经民联表示，支持特区政府迅
速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止暴制乱，
支持警方严正执法，迅速缉拿犯罪
者。同时呼吁全港市民坚决反对违
法暴力的行径，共同维护家园，让香
港社会早日恢复正常秩序。

全港各区工商联对暴力升级、
严重威胁警务人员及市民人身安全
的行为表示极度愤慨，并予以最严
厉谴责。极端的暴力行为丧心病
狂、无法无天，对香港社会稳定及经
济造成严重损害。

全港各区工商联支持特区政府
迅速采取措施止暴制乱，支持警方
严正执法，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全
港各区工商联亦呼吁全港市民与激
进暴力行为划清界限，一起向暴力
说“不”，维护共同家园。

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表示，8
月31日全港暴力示威不断，暴力行
为不断升级。港铁湾仔站幕门被打
烂，太子站、铜锣湾站、油麻地站，
有售票机及闭路电视被严重损毁，
太子站站长室玻璃被打烂，前线员
工受到极度惊吓。本会对这种针对
港 铁 的 极 度 暴 力 行 为 表 示 强 烈
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