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允军）7 月 29
日，第十六届“青海农信杯”环青海
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举行了最后一
个赛段——中卫绕圈赛，来自青海
天佑德车队的乔纳森·蒙塞夫最终
获得本届环湖赛的个人总成绩第
一，将黄衫保持到最后。至此，本届
环湖赛中来自本土的青海天佑德洲
际车队将本届环湖赛的总成绩第一
牢牢锁定在手。

这是环湖赛创办 16 年以来，首
次由东道主车队车手夺冠。青海天
佑德洲际自行车队用实力证明自
己，16年磨一剑，勇成环湖英雄！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自
2002 年开办以来，经历了 15 载的磨
砺与坚守，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
的高原体育赛事，走出了一条西部
地区的特色体育发展道路。如今的
环湖赛，早已成为各大品牌争夺的
崇尚“绿色、人文、和谐”的营销顺风
车。而素有“高原茅台”之称的青海
天佑德青稞酒自 2002 年起，就默默
支持着这个刚刚诞生的公路自行车
赛，这种支持至今已经延续了16年。

天佑德青稞酒很早便赞助了青
海自行车队，后于 2008 年 12 月正式
注册成为 UCI 洲际队，并更名为“青
海天佑德洲际队”。这也开创了中国
本土车队成为UCI职业车队的先河。

在今年的环湖赛上，乔纳森·蒙
塞夫更是收获了本届环湖赛个人总
冠军。这份荣誉和收获带给车队前
所未有的震撼和激励，也给青海自
行车运动、青海体育事业带了新的
启迪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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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31 日电 记 者
从 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获 悉 ，自 8 月 1 日

起 ，铁 路 部 门 将 在 今 年 6 月 下 调 铁
路 电 气 化 附 加 费 的 基 础 上 ，取 消

部分货运杂费收费项目，以实际
行动为降低社会物流成本作

贡献。

中铁总有关负责人表示，中铁总认真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涉企收费的工作
部署，加大铁路货运杂费收费项目清理力度，
取消、合并部分收费项目，下调部分项目计费
标准。

此次铁路货运收费项目调整后，抑尘费、
自备车管理费、冷藏车空车回送费等8项收费

项目将被取消，液体换装费、D 型长大货物
车延期使用费、D型长大货物车空车回送
费等3项杂费将被合并，货车延期占用
费计费标准将下调，每年节约物流成
本2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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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部分货运收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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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消息 7 月 31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2017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
工作数据。数据显示：全国法院审
判工作呈现出“新收、审结、未结案
件同比均上升”的态势，审判执行工
作总体保持平稳运行，审判质效进
一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
共受理案件 1458.6 万件，其中新收
案件上升 14.86%，结案 888.7 万件，
结案率 60.92%。全国共计约 12 万
名员额法官，人均受理案件 121.4
件，人均审结案件74.0件。

最高法审管办副巡视员韩伟介
绍，2017 年上半年，最高法 6 个巡回
法庭共受理案件 5821 件，审结 4162
件，未结1659件。其中，巡回法庭新
收案件占最高法所有新收案件的
44.83%，审结案件占最高法所有审
结案件的43.38%。这意味着最高法
有超过四成的案件在各巡回法庭办
理。由于巡回法庭的设立，最高法
本部立案庭受理的进京访数量同比
2016年上半年减少17.5%。

法官员额制改革之后，中国的
法官由 21 万人减少到 12 万人，但
是总结案数持续上升。对此，最高
法审管办主任李亮介绍，全国法院
采取了有针对性的举措：加强优秀
法官选任，截至目前，全国法院共
遴选产生 120138 名员额法官，85%
以上的人力资源集中到办案一线
岗位。此外，各级法院大力推行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升审判整
体质效。

此外，刑事案件保持稳定，但故
意杀人、绑架、强奸、抢劫、放火、故
意伤害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
的暴力恶性犯罪案件同比下降了
4.57%。

据央视网8月1日消息 据国
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近日，国家
税务总局、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教育部、民政部印发《关
于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有关税收政策具体实施问题的公
告》。《公告》明确了个体经营和企
业(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下同)吸
纳就业适用税收优惠政策条件。

今年 4 月 19 日，国务院常务
会议决定延续支持和促进重点群
体创业就业的税收政策。据此，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继续实
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将 2016
年 12 月 31 日执行到期的重点群
体创业就业税收政策予以延期。
为将优惠政策贯彻落实到位，使

纳税人便捷享受优惠政策，同时，
为利于基层税务机关征管操作，

《公告》对一些具体管理操作问题
作出了完善和明确。

《公告》明确个体经营和企业
(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下同)吸纳
就业适用税收优惠政策条件。

一是个体经营享受税收优惠
政策条件。纳税人持《就业创业
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向主管
税务机关办理备案并享受优惠。
每人只能享受一次该优惠政策。

二是企业吸纳就业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条件。企业(包括民办
非企业单位)吸纳就业享受优惠
政策的条件是：与持有《就业创业
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的人员
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
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据中新网8月1日电 民航局
日前发布关于落实航班正常管理
措施有关情况的通告。通告指
出，首都机场自 7 月 25 日起至
2018年1月31日停止受理其客运
加班、包机和新增航线航班申
请。浦东机场自7月25日起至12
月 31 日停止受理其客运加班、包
机和新增航线航班申请。

通告指出，首都机场因 4 月
至 6 月连续三个月数据不达标，
自 7 月 25 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停止受理其客运加班、包机和

新增航线航班申请。浦东机场 6
月数据已达标，但因2月至5月份
连续四个月数据不达标，自 7 月
25 日起至 12 月 31 日停止受理其
客运加班、包机和新增航线航班
申请。

通告指出，在首都机场、浦东
机场受限期间，按照航班总量不
增加的原则，可在调减其现有航
班后批准新增国际及港澳台航线
航班的时刻申请。华北管理局、
华东管理局负责实施相应的航班
调整工作，并向民航局专文呈报。

暂停受理两个机场新增航线航班等申请

暴力恶性犯罪案件
同比下降4.57%

上半年全国法院
审判执行工作数据
发布

犯罪嫌疑人作案的时候都想
要加快速度，缩短时间。在这起
案件中，作案者完全可以打碎玻
璃柜，拿到邮票。而现在作案者
却费心撬开柜子。唯一的解释就
是他怕损坏矮柜中的其他邮票，
而有这种想法的，只能是邮票的
主人。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7
月 31 日，公安部发出 A 级通缉令，
公开通缉 10 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
人员。被通缉的10名在逃人员是：
史俊杰、孟超、刘建涛、严晚根、邓
海峰、李叶军、王建峰、张世刚、范
斌斌、刘三勋。

据了解，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
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盗
掘、盗窃、倒卖、走私等文物犯罪，
保护国家文物安全。

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和广
大人民群众提供有关线索，同时检
举、揭发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
以及盗窃、倒卖、走私文物等犯罪
活动。发现有关情况，请及时拨打
110报警电话。对提供线索的举报
人以及检举、揭发有功人员，公安
机关将给予奖励。

公开通缉 10名重大
文物犯罪在逃人员

公安部

据《人民日报》消息 日
前，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
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查处
的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
行为上升3.9倍，因机动车不
礼让斑马线造成的交通事故
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同比下
降15.4%、5.3%。

斑马线，本是行人的生
命保障线，司机的安全警示
线。可是在一些地方，机动
车和行人互相“较劲”，导致
斑马线上险象环生。“要毫不
动摇地坚持机动车不礼让斑
马线整治，像治理酒驾一样，
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系统治
理、综合治理，一抓到底、管
出规矩。”自今年4月，全国城
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现场会
以来，公安部交管局反复强
调、多次部署，各地治理成效
初显。

机动车礼让斑马线，只
是公安交管部门深入推进城
市交通秩序整治的一个方
面。今年以来，按照公安部
部署要求，各地公安交管部
门大力整顿群众反映强烈、
容易致乱致堵致祸的“三驾”
（酒驾、醉驾、毒驾）、“三乱”
（乱停车、乱变道、乱用灯
光）、“两闯”（闯红灯、闯禁
行）、“两线”（斑马线、停止
线）、“两牌”（套牌、假牌）等
违法行为。

实践证明，交通管理既
需要公安交管部门的多措并
举，也离不开多个部门的综
合治理。前不久公安部召开
交警系统贯彻全国公安厅局
长座谈会精神动员部署会，
要求各级公安交管部门迅速
打好隐患歼灭战，强化重点
车辆监管；打好路面防控战，
提升执法针对性；打好宣传
攻势战，强化曝光警示；打好
共治合成战，形成齐抓共管
合力，全力以赴预防重特大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持续严查“三驾”
“两闯”等违法行为

公安交管部门

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国
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
发布《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等 515
项国家标准。这些国家标准涉及公
共安全、信息技术、物品编码、日常
消费、空间探索等众多领域，与经济
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与百姓生活紧
密相联。

在公共安全方面，本次批准发
布的《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系列国
家标准在前三部分的基础上，新增
了第四部分作业区、第五部分限制
速度和第六部分铁路道口。

在信息技术方面，围绕物联网
部件的互联互通、可靠性和稳定性，
批准发布了《物联网总体技术智能
传感器接口规范》等 19 项国家标
准。该批标准从整体上推进了物联
网智能传感器技术和重点产品的研
发与产业化，为物联网的发展打下
了坚实基础。

在物品编码方面，《商品二维
码》国家标准规定了商品二维码的
数据结构、信息服务、二维码符号及
其印制质量要求，明确了商品二维
码符号的码制、尺寸、位置等技术指
标等等。

五部门

个体经营和企业吸纳就业可享税收优惠政策

515项国家标准
发布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等

青海天佑德洲际自行车队

乔纳森·蒙塞夫
获环湖赛个人总冠军

《“黑便士”邮票》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