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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时讯

18日上午，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
发布《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等
646项国家标准，涉及道路交通、
可持续发展、养老服务、海洋探
索等多个领域。其中在道路交
通领域，发布《道路交通标志和
标线第7部分：非机动车和行人》
国家标准，关注非机动车和行
人，规范相关标志和标线设置，
保障“绿色出行”安全。在《道路
交通标志和标线第 8部分：学校
区域》国家标准中提出，在学校

区域放大标志尺寸、加强标志反
光性，并从速度限制和停车管理
两个角度入手，降低学校区域交
通安全风险。该项强制标准将
于今年7月1日起实施。

记者在《道路交通标志和标
线第 8部分：学校区域》中看到，
学校区域所有入口处均设置

“30”的限速标志，即学校区域的
限制速度值不宜超过每小时 30
公里。该项强制标准规定，学校
区域的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应
与其他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相

协调。警告标志的底色宜采用
荧光黄绿色，辅助标志的底色可
采用荧光黄绿色。

学校区域的起点前、儿童经
常出入的地点前以及直接通往
校门的路口前，应设置相应的注
意儿童、注意行人警告标志。学
校区域可设置禁止鸣喇叭标志，
禁止鸣喇叭的时间和范围可用
辅助标志说明。

进入学校区域的道路上设
置限制速度标志，可用辅助标志
说明限制速度的时间。学校区

域的所有入口处设置区域限制
速度标准，根据道路与交通条
件，可在道路两侧同时设置。

标准中划定的学校区域是
指：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校门
上、下游 150米半径范围内的道
路。学校区域的限制速度值不
宜超过30公里/小时。学校区域
限速及警告标志的尺寸宜适当
放大。学校门前交叉路口、出入
口易发生临时停车造成堵塞的
范围，宜设置规定的网状线。学
校门前一定范围内宜设置禁止

停车标志或限时长停车标志。
注意儿童或注意行人警告

标志宜设置在限制速度标志前
适当位置。根据需要进入限速
路段或限速区域前可采用减速
丘、压缩行车道路宽度等措施，
同时应设置相应警告标志和标
线。

设置了校车专用停车位或
者校车停靠站点的，应设置校车
专用停车位标志或校车停靠站
点标志以及校车专用停车位
线。 北京晚报

今年7月起学校区域将限速“30”
进入中小学、幼儿园区域道路上设置限速标志可用辅助标志说明限速时间

2月18日，社火队员在兰
州市皋兰县县城街道进行舞
狮和铁芯子表演。

当日是农历正月十四，甘
肃省兰州市皋兰县春节社火
汇演活动拉开帷幕，当地11

支社火队共2000多名表演者
穿梭于县城主要街道进行巡
游表演，欢庆元宵佳节。新华

社火巡游庆元宵

“这债总算清了！多亏了
你们明察秋毫，主持正义……”
近日，深受虚假诉讼之害的浙
江杭州市民杨先生拿到法院的
再审判决书后，第一时间便给
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民事行政
检察部主任朱堂军打来电话。

“我要举报，这里面肯定有
猫腻……”2018年 8月，杨先生
向该院反映，自己向张某的投
资公司借款 10万元，在还了 18
万元后，却遭到该公司雇用的
人员人身威胁和恐吓，说还的
钱是利息，还要他再还 10万元
本金。其后，杨先生被张某以
欠款 10万元为由告上了法庭，
法院判决杨先生败诉，因此他
请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

这很可能涉及“套路贷”和
虚假诉讼。朱堂军在听了杨先
生的举报后，感觉案件有些蹊
跷，于是开始着手调查。调查
之后，检察官吓了一跳：借钱给
杨先生的张某，在西湖区法院
就涉嫌 13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件涉及的债务标的从数万元至
十几万元不等，金额总计上百
万元，而且张某全部胜诉。

更让杨先生等人纳闷的

是，他们根本不认识张某，投资
公司真正的老板是赵某，借的
钱也是赵某给他们的。

检察官进一步调查发现，张
某只是赵某的利用对象，赵某用
张某的身份信息注册成立了投
资公司，并通过张某的银行卡放
款。背后的控制人是赵某，赵某
很有可能是一名职业放贷人。

经过初查，该院认为，这13
起案件中可能存在欺骗、诱惑
债务人签下超出实际借款金额
的借款合同的情况，而且案件
中张某并非实际债权人，他以
借款合同记载的金额向法院起

诉，获取法院民事判决的行为
涉嫌虚假诉讼。

据此，该院向法院发出再
审检察建议，建议对这 13起民
间借贷纠纷案件予以再审，并
依法纠正。2018年年底前，法
院启动再审程序，对检察建议
予以采纳，对 13起案件的原判
决依法予以撤销。

与此同时，在这 13起案件
中涉嫌刑事犯罪的赵某等人，
已被西湖区检察院以涉嫌敲诈
勒索罪批准逮捕。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
查中。 检察日报

借款10万利息18万？
杭州一举报牵出13起虚假诉讼案 日本冲绳县部分民众 16日

在海面上示威，抗议中央政府强
行推进驻日美军搬迁计划，为定
于24日举行的县内公投造势。

日美政府 1996年商定，把
位于冲绳县宜野湾市的美军普
天间基地搬到县内名护市边野
古。冲绳民众反对这一搬迁方
案，要求彻底关闭普天间基地或
迁至县外。去年 12月起，日本
中央政府不顾民众反对，启动基
地搬迁所需的填海造陆工程，向
边野古海域投入沙土。

边野古民众 16日驾驶皮划

艇和小型船只，隔着浮标，与海
上保安厅人员对峙。他们打出

“县民投票不需要新基地，选择
反对选项”等标语，呼喊“停止填
埋”等口号。多条驶入禁区的皮
划艇遭扣留。

冲绳定于 24日举行全县投
票，以了解当地民众是否赞成驻
日美军基地搬迁至边野古的计
划。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力推
这项公投，呼吁民众积极参与。
届时，当地居民将在“赞成”“反
对”和“上述两项都不是”的选项
中三选一。 新华

针对美国国会参议员近日提
出对俄罗斯追加制裁的议案，俄罗
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日表示，
美方对俄追加制裁“毫无意义”。

拉夫罗夫当天接受“俄罗斯
1”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方对俄
罗斯追加制裁毫无意义，制裁目
的不清晰。“如果美国人还没有
认识到制裁不会起作用，那么我
感到十分遗憾。”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国会参
议员 14日提出一份对俄罗斯追
加制裁的议案，并称此议案旨在
就俄罗斯“干涉”叙利亚和乌克
兰“民主进程”向俄方施加经济、

政治和外交压力。
追加制裁议案所列制裁对

象包括俄罗斯银行、液化天然气
项目、信息网络业、国债、代表俄
总统普京的政商界人士、联邦安
全局特工、俄方境内原油开发项
目和海外能源项目等。

2014年3月，克里米亚地区
经由公投脱离乌克兰、并入俄罗
斯。美国指认俄罗斯“非法吞
并”克里米亚，开始对俄施加制
裁，后又以俄前特工在英国中毒
事件以及俄方涉嫌干涉美国选
举为由加大对俄制裁力度。美
俄关系持续恶化。 新华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17日呼
吁英国、法国和德国为挽救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做出更多努力。

扎里夫当天在慕尼黑安全
会议上发言时说，英法德三国与
伊朗建立“贸易往来支持工具”
还不够，他们应为挽救伊核协议
做出更多努力，伊朗现在仍保持
对伊核协议的承诺。

彭斯 16日在慕尼黑安全会
议上发言，呼吁英法德三国追随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警告三国
停止破坏美国对伊制裁。彭斯
14日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中
东问题会议上就要求英法德退
出伊核协议，与美国保持一致。

今年1月底，英法德三国宣布
已与伊朗建立开展贸易的专门机

制，其核心是名为“贸易往来支持
工具”的“特殊目的实体”。专门机
制可以使欧盟继续与伊朗进行交
易，并帮助欧洲企业绕过美国对
伊朗单方面制裁。三国还表示，
伊朗全面有效履行核领域承诺是
专门机制实施的前提条件。

2015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
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
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
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将解
除对伊制裁。2018年5月，美国
宣布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对伊朗
制裁，并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
重启对伊制裁。法德等欧洲多
国则试图维护协议，避免重启对
伊制裁。 新华

十分遗憾
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对俄罗斯追加制裁毫无意义

承诺不变
伊朗外长呼吁英法德挽救伊核协议

海上示威
日本冲绳民众为县内公投造势

个人在禁烟公共场所吸
烟，将最高罚款 500元；经营
场所违禁则最高处罚 2 万元
……武汉市法制办近日公布
《武汉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征求意见稿）》，力争进一步减
少烟草危害。

征求意见稿明确，室内公共
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
工具内禁止吸烟；托儿所、幼儿
园、中小学校等场所，妇幼保健
院、儿童医院、儿童福利院的室
外区域，以及体育健身场馆等区

域均禁烟。
征求意见稿明确，如个人

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的，由有
关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处以 20
元罚款并当场收缴；拒不改正
的，处以 200元罚款；有阻碍
执法等情形的，处以 500元罚
款。禁烟或限制吸烟场所经营
管理者，如未做好控烟工作，由
有关部门予以警告，并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2000元
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仍不改
正的，处2万元罚款。 新华

近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发布
《关于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
试点工作的通知》及试点方案，
确定今年2月至12月在北京、天
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试点

“互联网+护理服务”。
“互联网+护理服务”主要

是指医疗机构利用在本机构注
册的护士，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
术，以“线上申请、线下服务”的
模式为主，为出院患者或罹患疾
病且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提供
的护理服务。

方案明确，开展试点的机构
必须是确定取得资质并已具备
家庭病床、巡诊等服务方式的
实体医疗机构，派出的注册护
士应当至少具备五年以上临床

护理工作经验和护师以上技术
职称。“互联网+护理服务”
重点是高龄或失能老年人、康
复期患者和终末期患者等行动
不便的人群。试点医疗机构在
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前对
申请者进行首诊。

方案还提出，机构或平台应
当按照协议要求，为护士提供手
机App定位追踪系统，配置护理
工作记录仪，使服务行为全程留
痕可追溯，配备一键报警装置，
购买责任险、医疗意外险和人身
意外险等。应与服务对象签订
协议，并在协议中告知患者服务
内容、流程、双方责任和权利以
及可能出现的风险等，签订知情
同意书。 新华

国务院近日提出，从 3月 1
日起，对首批 21个罕见病药品
和4个原料药，参照抗癌药对进
口环节减按 3%征收增值税，国
内环节可选择按3%简易办法计
征增值税。虽然具体降税药品
清单尚未公布，但是对全国
2000多万罕见病患者来说，这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首批降税的 21种罕见病药
品清单虽然还未正式发布，但专
家透露，去年11月，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和国家卫健委就已经
遴选出了 48个临床急需境外新
药，包括21种罕见病药物。

戈谢病是一种易发于婴幼
儿和儿童的罕见病，其有效治
疗药物“思尔赞”由法国药企
生产，价格十分昂贵，已被纳
入上海医保。

一些药企表示，将把降税
红利全部转让给中国患者。事
实上，在去年抗癌药降税政策
的影响下，共有 14种抗癌药终
端价格有所下降，下降幅度在
2%到 6%左右。此外，上海正
在着手建设罕见病网络登记系
统，同时加强医疗机构临床罕
见病诊疗力量建设。 央视

“互联网+护理服务”将在6省市开展试点工作

重点针对高龄或失能老人

21个罕见病药品下月降税

为我国罕见病患者减负

武汉拟开公共场所控烟罚单

个人违禁最高罚款500元

俄罗斯卡拉什尼科夫公司
日前推出新型隐形自爆型无人
机KYB，普通防空系统很难对
其进行定位侦察。

卡拉什尼科夫公司是俄罗
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下属的武
器制造商。俄罗斯塔斯社援引
该集团公司总裁谢尔盖·切梅佐
夫的话报道说，高打击精度“自
杀式”无人机KYB可打击任何

地形条件下的地面目标，而且普
通防空系统很难对其进行拦截。

据介绍，新型无人机 KYB
飞行速度达每小时 80 公里至
130公里，飞行时长达 30分钟，
可携带 3公斤有效载荷。它能
在接近目标并实施打击任务后
发生自爆。目前该无人机已通
过测试阶段并可投入使用。

新华

难以拦截
俄推出新型隐形自爆型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