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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浦超 黄文
新）近日，各地住房公积金新政陆续推出，从
简化程序、扩展内容、网络支取三个方面体现
灵活便利。除此之外，公积金除了和房有关，
还能在多个方面解决燃眉之急。

有些路不用跑了有些路不用跑了

在江苏省南通市，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
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不再需要提
供《住房公积金支取申请书》，其他提取条件
不变。《住房公积金支取申请书》也就是人们
俗称的“公积金支取单”，上面需要填写公积
金支取金额，并需要加盖单位的相关印章。

在北京、浙江、上海等地，市民在日常提
取公积金时，只需动动手指便能完成。

以北京为例，今年年底前，北京市将通过
网络办理公积金提取功能，不需经过单位，直
接个人就可以办理，而且凭个人身份证即可
在网上办结公积金提取业务，不需再提交其
他证明或材料。而且市民可以通过“北京公
积金”APP、支付宝生活号以及微信公众号

“北京公积金”，查询个人公积金余额、贷款等
情况。

有些场景可以使用了有些场景可以使用了

哈尔滨市公积金缴存职工即将实现按月
自动提取公积金偿还商业住房贷款。商业贷
款机构和公积金中心的数据对接和系统测试
完成后，该市公积金缴存职工只需签订《住房
公积金委托按月提取协议书》，就可以实现公
积金月度自动转账偿还商业贷款。而之前只
能按月偿还公积金贷款，不能直接偿还商业
贷款。

在甘肃，凡是省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缴存
职工，符合合作银行个人贷款申请条件，就可
以申请无抵押、无担保消费信用贷款，最高额
度可达30万元，授信期限最长1年。此举既
能解决职工购物、旅游、子女上学、医疗等临
时性资金需求，也解决了装修、购车等大额消
费需求。

湖南长沙市住建委日前下发《长沙市既
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管理规定》，指出增设电
梯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应当事先征求该业
主同意，并在超三分之二业主同意的情况下，
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出资。

有些地方还可以刷脸了有些地方还可以刷脸了

在东部的浙江，西部的青海等省份，“刷
脸”进行公积金提取业务已经开始推广。

只要是浙江省直单位缴存公积金的职
工，在手机端用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就可以
在支付宝上办理无房提取、离退休提取、本市
本人购房提取公积金等业务。全程操作不过
几分钟，就可以等待公积金到账了。

据了解，支付宝的“刷脸”认证能力和安
全技术为该功能的实现打下基础，加之支付
宝实名制注册，就可以确保用户为本人办
理。支付宝相关技术专家表示，目前人脸识
别技术已达到金融级的准确度和安全性，准
确率超过 99.6%。结合眼纹等多因子验证，
准确率能达到99.9%。

青海省西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
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公司在西北五省区率
先推出了支付宝公积金查询服务，该市缴存
职工可通过手机支付宝以“刷脸”的方式认证
个人身份以及快速查询个人公积金账户缴
存、提取、贷款等信息。

各地住房公积金新政体现三大变化

新华社北京 4 月 11 日电
（记者赵博 刘欢）针对台湾方面
陆委会近来的一系列所谓回应
及表态，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1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一一
应询回应。就台陆委会负责人声
称“大陆常常言行不一”并“提醒
台商做好风险管理”，他指出：

“不知道究竟谁在推进两岸交
流、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问题上
言行不一，请他们扪心自问。”

有记者问，该负责人日前表
示，台湾方面按照所谓的“台湾地
区宪制性规定”和“两岸人民关系

条例”来界定两岸关系定位。请问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价？马晓光答问
表示，既然还知道台湾当局的有关
规定是一中框架，就应该明确地回

答两岸关系性质，明确地回答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而不是国与国关系，
明确地坚持“九二共识”。

针对台陆委会“抗议”78名
台湾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被我公安机关从菲律宾押解回
国，马晓光在应询中强调说，两
岸电信诈骗活动已经为两岸民
众深恶痛绝，引起了社会公愤。

所以，我们将继续本着有利于打
击犯罪、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
有利于保护被害人权益的立场，
依法惩治电信诈骗犯罪活动。

近日中国银行宣布，上海、

江苏等地5家分行将招收少量在
大陆就读的台湾应届毕业生。台
陆委会就此声称，台湾民众到中
国银行任职涉嫌“违法”，并“提
醒”有意在大陆就业的台湾民众
应遵守所谓规定以免遭裁罚。

马晓光在回答关于此事的提
问时说，中国银行招聘在大陆就读
的台湾应届毕业生，为他们提供工
作机会，受到了广大台生普遍欢
迎。台湾当局却对此无限上纲，大
肆恐吓，横加阻挠。殊不知，他们扼
杀的是台湾青年实现自身发展的
机遇，损害的是台湾青年的权益。

国台办批驳台陆委会：

请扪心自问是谁言行不一

新华社北京 4 月 11 日电
（记者刘欢 赵博）国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11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应询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牵动着 13 亿
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在维护国
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不会
有丝毫含糊。“我们再一次正告
台湾当局，挟洋自重，必将引火
烧身。”

在回答有关美官员近期可能
访台、美方日前公告对台潜艇“营
销核准证”以及台湾方面反应的
提问时，马晓光表示，有关方面就
此已经连续多次表明了我们的严
正立场和态度。我们坚决反对美

台之间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和军事联系，坚决反对美国以任
何借口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应
该恪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任何打“台
湾牌”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外部势
力打“台湾牌”，损害的是两岸同
胞的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
利益，但玩过了头也会伤及他们
的自身利益。

在回答有关中美贸易摩擦台
湾方面反应的提问时，马晓光说，
从经济层面讲，两岸的经济合作
是密不可分的，台湾某些人妄想

利用中美贸易摩擦来干一些不太
光明磊落的事情，只能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同时我们也要再次
告知台湾当局，还是要回到坚持

“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样才能避免

沦为“棋子”的地位，一起为两岸
同胞的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
体利益来作出应有的努力。

马晓光还指出，我们反对任
何企图限缩两岸经济合作、牺牲
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行为。两岸
经济合作互利双赢，大陆是台湾
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贸易
顺差来源地，正在继续推动形成
全新开放的格局，以高水平开放
来推动高质量的发展，这将为广
大台湾企业和台湾同胞带来新
的发展机遇，为两岸经济合作开
辟更加广阔的前景，提供更加强
劲的动力。任何人想阻挡两岸经
济合作的步伐，都是做不到的。

国台办正告台湾当局：

挟洋自重，必将引火烧身

4月11日，复旦大学微
电子学院教授张卫、周鹏团
队成员刘春森在实验室内
清洗硅片（拼版照片）。

近日，复旦大学微电
子学院教授张卫、周鹏团
队实现了具有颠覆性的二
维半导体准非易失存储原
型器件，开创了第三类存
储技术，写入速度比目前
U 盘快一万倍，数据存储
时间也可自行决定。这解
决了国际半导体电荷存储
技术中“写入速度”与“非
易失性”难以兼得的难题。

北京时间 4 月 10 日，
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自
然·纳米技术》杂志。

新华社记者 丁汀摄

我国科学家开创第三类存储技术

新华社南京4月11日电（记者刘巍巍）
南京海关11日通报，该关隶属苏州海关缉私
分局近日联合江苏海警支队查获一起现行
成品油走私案，现场查扣走私成品油850余
吨，价值约510万元。

经查，4月3日，犯罪嫌疑人阮某、葛某、
胡某等人通谋，为赚取高额非法利润，共同
驾驶内河油船行驶至公海海域，从公海走私
油船上接驳共850余吨走私柴油，并偷运走
私进境。4月4日，该船在回航行驶至长江口
附近海域时，被江苏海警支队执法船只发现
后逃逸，后行驶至太仓锚地附近被截获。

4月8日，苏州海关缉私分局对该案进行
刑事立案侦查。目前，分局已抓获主要犯罪
嫌疑人8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新华社电 一盒“免费”鸡蛋、一场“专家
会诊”、一次“体检赠送”、一声“爸妈”……这些
暖心的关爱，很可能是精心布置的消费陷阱。

针对很多保健品公司借会议营销坑骗老
年人的情况，全国多地掀起整治风暴，广东、四
川、重庆、湖北等出重拳打击，取得一定成效。
但是，仍有不少人明目张胆顶风作案。
花十几万买保健品 但一点效果都没有

会销原本是一种普通的营销模式，通过
寻找特定消费群体，以亲情服务和产品说明
的方式销售产品。但记者在全国多地采访发
现，会销成为不少不法保健食品企业牟取暴
利的重要方式。

在广州市越秀区某
社区仅 100 米左右的街
道上，记者就看到四家会销门店，其中一家的
门口贴着“进店可免费领取鸡蛋、面条”的告
示。店里货架上摆满了保健食品，老年人正边
体验着店里的医疗器械，边等待“上课”。这些
老人称，每天早上他们都会来听课，不少老人
还专门坐公交赶过来。

值得注意的是，课程开讲前，工作人员竟
然将记者请出店外，称公司规定课程只向老
年人开放。记者尝试进入另外几家门店听课，
也被拒之门外。“我们的产品主要卖给老年
人，你们年轻人不需要来听。”一家门店的销
售人员解释。按理说，保健食品老少皆宜，为
何不让年轻人听课？一位老太太道出真相：

“老人一进去，他们就说东西有多好，围着你
让你买，而年轻人不容易上当。”这位老人说，
她从2006年开始花了十几万买保健品，但吃
了一点效果都没有，“叫你妈妈不要买哦！”

重庆万州区的王大爷在广场锻炼时，一名
促销人员热情地邀请他参加健康讲座，称包车
接送，并在酒店安排了午餐，加入会员还可以免
费领取粮油。王大爷跟着他到了酒店，发现有上
百人听课。主讲人自称健康专家，不停宣传“蜂
胶”等保健食品的神奇疗效及健康床垫的功效。
听课后，老人们被逐个安排做免费体检，并一直
被推销。王大爷原不准备购买，但工作人员不让
走，并承诺“随时可以退货”。最终王大爷花3200
元购买了12瓶“蜂胶”。回家后，王大爷感觉自己
被骗，随即联系商家要求退货被拒绝。最后，在
当地消委会联合工商、食药监、公安等部门现场

调解下，王大爷等3位老人才得以退货。
据了解，通过会销销售的保健食品，利

润往往高达十几倍。2017年破获的浙江康瑞
祥生物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虚假宣传和
欺诈销售保健食品案件中，售价为 8280 元
的紫苏籽油软胶囊，其成本只有几百元。

会销诈骗取证难 多头监管打击难
“会销产品出现问题，主要集中在推销商

品时夸大商品的疗效和使用效果，但由于经
营者大多以口头宣传为主，没有更多的文字
宣传资料和视频，对其虚假宣传的证据很难
获取。”广州的一位执法人员介绍说，会销通
常不会存放大量的产品现场销售，而是收取
定金再送货上门，没有进销台账，不开具合法
票据，执法人员查账无从着手。更有一些非法
会销采取线下线上结合的手段，线下通过讲
课让老年人加入微信群，在微信群里进行封

闭性产品推销，更增加了执法取证难度。
一些老年人对会销的态度也让执法者

尴尬。一些执法人员吐槽，部分老人对会销人
员极为信任，对子女甚至执法人员的劝阻非常
反感，不配合甚至抗拒执法现象屡见不鲜，常说

“我愿意，你管不着”。此外，多头监管也让打击
非法会销力量薄弱。如涉及假冒伪劣和虚假宣
传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涉及非法行医、
冒充医务人员的，由卫生部门管；涉嫌犯罪的，
由公安部门管。除非联合执法，否则很难做实。
加强监管引导 强化老年人权益保障

一位在广州从事会销十余年的业内人士
告诉记者，利用会销坑
骗行为已经使整个行业
受到重创，正当的会销

现在很难做，许多企业和个人不得不转行。
执法人员建议，强化市场监管要加强部

门联动，对产品来源、宣传行为、营销手段等
的合法性进行核查，及时固定证据。同时，应
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形成打击合力。此外，
应加强基层社区宣传，针对老年人的消费特
点，在创新消费教育、强化消费指导上下功
夫，引导老年消费群体科学理性消费，提升
其消费维权意识。

北京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英占认为，现有法律法规对于会销类虚假宣
传欺诈行为的认定，缺乏明确规定，监管部
门掌握的一些案件线索证据，往往因达不到
立案查处标准而无法处罚到位。建议对相关
法律法规中虚假宣传及欺诈的定性进一步
明晰，同时行政机关应从重从严处理违法经
营者。

会议营销保健品骗局为何屡禁不绝
江苏破获走私成品油大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