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朱琨

本报讯 “车”里装着
“车”，“车”将走下“车”。今晨
3时许，郑欧班列像“套娃”一
样，驶入中铁集圃田集装箱中
心站。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
回程班列的“肚子”里首次填
上了深圳经销商定下的路虎
揽胜越野乘用车。

记者了解到，预计今天下
午4时许，海关、国检部门会
将集装箱接驳到监管区域、进
行掏箱作业，包括两辆路虎车
在内的全列货物将办理监管、
出关等手续。

“相比于其他口岸，郑州
口岸的清关效率是排在前列
的。”郑州海关驻铁路中心站
办事处负责人张辉表示，目前
海关、国检等部门可同时启动
监管程序，单据齐全的情况
下，预计6个工作时便可给两
辆路虎放行。河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驻铁路东站办事处
副主任田艳萍表示，目前口岸
正在建设进口汽车检验监管
职能平台，投用后通关时间将
进一步缩短。

“相比于从其他口岸买
车，省了约1000-3000元的
物流费用，不过更具吸引力

的是时间成本。”郑州国际陆
港开发建设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郑斌表示，欧洲原装车基
本上属于高档车型，经销商
往往要承担高昂的资金回流
压力，而比海运减少一半时
间的铁路运输，也相应压缩
了资金回流时间，也为下一
步均摊成本拉低单价打下了
基础。

记者了解到，随路虎车归
来的还有汽车配件（发动机、
特种钢等）、高档牛奶食品、家
用电器等货品。截至目前，郑
欧班列往返双程已经运行了
77个班次。

郑欧班列今晨首次载整车归来

这是今年7月份郑州获批
中国内陆地区唯一一个通过铁
路运输的整车进口口岸以来，
首批进口汽车实质性的运营；
也是首个不沿江、不沿边、不沿
海的内陆口岸首次迎接整车。

根据目前商谈进展，除路
虎外，大众、宝马、奔驰、捷豹
等欧系车都将云集郑州整车
进口口岸。

整车入郑
开启了多个“郑州第一次”

更多欧系车
将云集郑州整车进口口岸

郑州此次迎来的整车是两辆路虎越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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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堪培拉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决定将中澳关系提升为中澳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宣布实质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此外，根据双方合作协定，中方决定在悉尼设立人民币清算银行。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于2005年 4月启动，是继中
韩自贸协定后，我国与亚太地
区重要经济体结束的另一个
全面、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根据谈判结果，在开放
水平方面，澳大利亚对中国所
有产品关税最终均降为零，中
国对澳大利亚绝大多数产品
关税最终降为零；服务领域，

彼此向对方作出涵盖众多部
门、高质量的开放承诺。

投资领域，双方在协定生
效日起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同时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审查
门槛，增加企业投资的市场准
入机会、可预见性和透明度。
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
贸易、投资和规则共10多个
领域。

中国人民银行17日与澳
大利亚储备银行（澳央行）签
署了在澳大利亚建立人民币
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

中澳两国央行同意将人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试点地区扩大到澳
大利亚，初期投资额度为500
亿元人民币。之后，将确定悉
尼人民币业务清算银行。这

有利于中澳两国企业和金融
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
易，促进双边贸易、投资便利
化。

人民币清算行是人民币国
际化的“基础设施”，中国人民
银行已相继在港澳台地区、新
加坡、伦敦、法兰克福、首尔、
巴黎、多伦多等地建立了人民
币清算安排。

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
17日说，中韩自贸区年内将
完成全部谈判，争取明年尽
早签署中韩自贸协定。如果
一切顺利，协定将有望在明
年下半年生效实施。

王受文说，中国很多产
业都会从中韩自贸协定中受
益，特别是机电产品、金属制

品等，还包括农产品领域。
同样，韩国绝大部分工业产
业也会受益。

中韩两国通过关税削减
为零，使得两个市场融合，有
助于两国产业在更大市场范
围内进行分工，形成价值链，
提高竞争力。

中澳自贸协定达成，澳大利亚一些重要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将享受零关税待遇，有助于中国消费者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
在生活消费等方面，具体影响有：

澳大利亚乳品关税9年内逐步取消，婴儿配方奶粉
关税4年内取消，有望让进口乳制品价格更亲民

自贸协定生效后，签证审批更便宜、更简化，去澳
大利亚旅游、工作、学习更方便

关税免除，买包、买鞋等再也不用买山寨货

自贸协定生效后，12％至25％的澳大利亚牛肉关
税9年内逐步取消，去西餐店吃澳洲牛排更便宜

澳大利亚企业可以来中国投资私营医院、养老院
等，中国土豪则可考虑去澳洲当农场主了

人民币清算行“落子”澳大利亚

中韩自贸协定明年有望签署实施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
关于再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
定》日 前 发 布 。 根 据《决
定》，纳入第二阶段清理范
围的新中国成立至 1977 年
期间中共中央制定的411件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
160件被废止，231件宣布失
效，20 件继续有效。《决定》
的发布，标志着中央党内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
作全部完成。

这次集中清理工作前后
历时两年。通过对新中国成
立至2012年6月期间出台的
23000多件中央文件进行全
面筛查，共梳理出规范党组
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1178
件。经过清理，废止322件，
宣布失效 369 件；继续有效

的487件。
中央要求，凡废止、宣布

失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自《决定》发布之日起一律
停止执行，不再作为规范党组
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依
据。对继续有效的党内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要着力抓好贯
彻落实。此次集中清理，为形
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奠定
了基础。

2012年6月，中共中央部
署开展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党
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
理工作。清理工作分两个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清理1978年至
2012年6月出台的中央党内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第二阶段清理
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出台的中
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据新华社电 工信部电信管理
局有关负责人17日透露，此前起
草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有望在12月底正
式出台。该规定从法律层面明确
未经用户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向其发送商业短信息。

征求意见稿提出，任何组织和
个人未经接收者同意或者请求，不
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并对

“按号段”发送、在线自动收集等群
发方式进行严格遏制。明确短信
息服务提供者和短信息内容提供者
应当提供免费、便捷和有效的拒绝
接收方式并随短信息告知接收者。

征求意见稿把短信息的范围
从单纯的手机短信扩充至包括微
信、微博等新型社交媒体方式，并
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基础电信业务
经营者和短信息服务提供者提出
明确的惩罚措施。

据新华社电 全国进一步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1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讲话强
调，要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顺应
人民群众意愿，扎实做好户籍制度
改革各项工作。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遵循规
律、积极稳妥，坚持从实际出发，全
面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

坚持存量优先，逐步满足符合
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需求；

坚持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增强
集聚人口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确保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适应;

加快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常住人口全覆盖，最大限度释放改
革红利;

抓紧制定《居住证管理办法》，
做好户籍制度改革与教育、就业、医
疗、养老等相关领域改革的衔接。

中央要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
将开展清理规范

369件党内法规、文件宣布失效
首次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全部完成

据新华社电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消息

清理共分两个阶段

垃圾短信治理新规
12月底有望出台

时间

澳对中国所有产品关税将降为零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这样影响我们的生活

短信息的发送管理

短信息的范围确定

户改的具体要求

要全面实施
差别化落户政策

中澳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质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澳对中国所有产品关税将降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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