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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时讯

乘火车可携带物品有变
化、计划生育家庭扶助标准提
高、化妆品生产进一步规范
……7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
你的生活。

乘火车可携带、禁止
携带物品新变化

自7月 1日起，国家铁路
局、公安部将正式实施新版《铁
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
品目录》，限制随身携带的物品
及禁止携带物品都有了新规定。

限制随身携带的物品：包
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且酒精
体积百分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24%、小于或者等于70%的酒
类饮品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
香水、花露水、喷雾、凝胶等含
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压力容器日
用品，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
100毫升，每种限带1件；指甲
油、去光剂累计不超过50毫
升；自喷压力容器，单体容器容
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
1件，累计不超过600毫升；标
志清晰的充电宝、锂电池，单块

额定能量不超过100Wh，含有
锂电池的电动轮椅除外；鱼、
虾、蟹、贝、软体类水产动物作
为食品，可封闭箱体包装随身
携带；持工作证的导盲犬可随
身携带；普通的日用刀具刀刃
长度小于60毫米可随身携带
上火车。

禁止携带和托运的物品：
军用枪、公务用枪、民用枪、道
具枪等枪支、子弹类；酒精、酒
精体积百分含量大于70%或
者标志不清晰的酒类饮品等易
燃易爆类；剧毒农药、杀虫剂、
有液蓄电池等有毒有害或放射
性、腐蚀性类。此外还有管制
器具类包括管制刀具（含特殊
厨用刀具、武术与工艺礼品刀
具等）；警棍、军用或者警用匕
首、催泪器等。

禁止携带、但可托运的物
品：菜刀、水果刀、剪刀、美工
刀、雕刻刀等刀刃长度超过60
毫米的日用刀具；棍棒、球棒、
桌球杆、曲棍球杆等。

计划生育家庭扶助标准提高

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日前联合发布通知称，决定自
2022年7月1日起，提高计划
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
准。

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特别扶
助金标准由每人每月450元提
高至每人每月590元；独生子
女伤残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由
每人每月350元提高至每人每
月460元。一级、二级、三级计
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特别扶
助金标准分别由每人每月400
元、300元和200元提高至520
元、390元和260元。

不动产权登记终止收取印花税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
税法》，自7月1日起施行，其
征收范围不包括“权利、许可证
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将自7月
1日起终止印花税代征业务。

为更好地维护权利人的权
益，对多缴、错缴、重缴且未满
三年的印花税，国家知识产权

局请相关权利人于2022年12
月1日（含）前，提交意见陈述
书（关于费用）办理代征印花税
退还业务。12月1日后，国家
知识产权局将分批为权利人办
理代征印花税退还业务。

化妆品生产进一步规范

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化妆
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将于7
月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化妆
品注册人、备案人、受托生产企
业都要按照《规范》要求组织生
产化妆品。《规范》要求，企业应
当建立并执行追溯管理制度，
对原料、内包材、半成品、成品
制定明确的批号管理规则，与
每批产品生产相关的所有记录
应当相互关联，保证物料采购、
产品生产、质量控制、贮存、销
售和召回等全部活动可追溯。

2022年7月1日前已取得
化妆品生产许可的企业，其厂
房设施与设备等硬件条件须升
级改造的，应当自2023年 7
月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使其
厂房设施与设备等符合 《规

范》要求。

经营者不得用虚假折价等
方式销售商品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
定》7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
确了经营者不得实施的七种典
型价格欺诈行为，包括谎称商
品和服务价格为政府定价或者
政府指导价；以低价诱骗消费
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以高价进
行结算；通过虚假折价、减价或
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或
者提供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
供服务时，使用欺骗性、误导性
的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
视频等标示价格以及其他价格
信息；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
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不标
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
或者其他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
件，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
者与其进行交易；通过积分、礼
券、兑换券、代金券等折抵价款
时，拒不按约定折抵价款。

中国网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
理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
门28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强
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
知》,首次在全国范围将剧本
杀、密室逃脱等剧本娱乐经
营场所新业态纳入管理。

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
大多数人购物的重要渠道，
而在购买前，大家也都会通
过查看过往买家的评论来了
解商品的情况，所以评论的
客观性与真实性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这些评论可以随意
删除和更改，那你还会信任
网络购物吗？

提供删差评服务牟暴利

浙江义乌的刘女士平时
喜欢在网上购物，但是前不
久的一次购物经历却让她非
常气愤。“我在这家店买了一
件衣服，收货后发现质量不
好，就跟商家协商退货。商
家拒绝退货，我就发了一条
差评。”刘女士说。商家找过
她要求删除评论，但双方一
直没能谈拢，刘女士也没有
妥协。过了几天刘女士再去
看时，发现这条差评被删除
了。之后她找到了购物平台
了解情况，但平台给出的答
复是根据规定对差评进行删
除。

刘女士报案后，义乌警
方经调查判断背后可能隐藏
着一个专门为网店提供删除
差评服务的“网络水军”团
伙。

民警在摸排中发现这个
团伙在网上大肆宣传自己的
删除差评业务，同时还收取
费用，嫌疑人声称可以删除
30天内的差评，收费是260
元一条。警方查到嫌疑人是
义乌一家科技公司的员工。
经调查，该公司还存在着介
绍删差评、改销量、上钻等违
法业务。通过调查，警方抓
捕了这家公司负责人刘某、
黄某等。嫌疑人交代，他们
利用网络购物平台的投诉规
则漏洞，短时间内就某条差
评向购物平台提出海量投
诉，迫使平台将差评删除，该

公司通过有偿删除差评等业
务，从中获利80余万元。

雇水军发差评打击对手

“网络水军”不仅可以删
除差评，更改销量，让有问题
的商品获得买家的信任。在
网络上，还有一些“水军”，则
是通过发布“差评”来从中获
利。

王先生所在公司代理一
款 美 容 仪 的 销 售 业 务 。
2020年8月，王先生发现网
上出现许多评论，都说他们
公司代理的这款美容仪存在
质量问题，声称使用美容仪
过敏。评论会配上这款美容
仪的图片，还会有一张脸部
皮肤过敏的图片，文字则是
说美容仪存在质量问题。王
先生认为，这些评论和网帖
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便
报了案。

警方调取了相关网络平
台的1万多条帖子，发现很
多皮肤过敏的图片在网上出
现的时间早于受害人产品上
市时间。这些评论话术一
致，且皮肤过敏图片都是从
网络上下载的。警方判断这
是一起通过雇佣网络水军对
王先生公司的产品进行恶意
诬陷的案件。经查幕后黑手
为江苏南京一家信息科技公
司，这家公司和王先生的公
司是竞争关系。主要嫌疑人
陈某、周某落网后交代，为了
打击竞争对手，从2020年7
月起组织员工撰写黑帖文
案，将网上搜索的皮肤过敏
图片，附在帖子内容内，多次
雇佣水军炒作不实信息，打
击竞争对手的销售。

今年1月，佛山市顺德
区法院开庭审理这起案件。
经审理，被告人陈某、周某犯
损害商品声誉罪，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央视

或难兑现承诺
七国集团峰会在批评声中闭幕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28日在德国南部巴伐
利亚州加米施-帕滕基兴闭幕。会议遭到不少人士批
评，认为七国集团无法应对全球问题。

会议期间，与会领导人讨论了乌克兰局势、气候变
化、环境保护、恢复经济和供应链改革、应对疫情等议题。

七国集团表示，将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并为乌克兰
提供必要的财政、人道主义、军事支持。

本次峰会遭到不少批评。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七
国集团目前只代表10%的世界人口，如果不与广大的
国际社会开展合作，这一富国俱乐部将无助于解决全
球问题。还有人士表示，七国集团能否真的兑现承诺
尚待观察。

本次峰会期间，在慕尼黑和会议举办地附近爆发
了游行示威，示威者谴责西方主要工业国恶化了乌克
兰局势和粮食危机，抱怨近期物价飞涨。

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
大和日本组成。阿根廷、塞内加尔、南非、印度和印度
尼西亚领导人也应邀参加了本次峰会。 新华

从事违法工作
保加利亚宣布驱逐70名俄罗斯外交官

保加利亚总理佩特科夫28日宣布驱逐70名俄罗
斯外交官。

佩特科夫当天在索非亚对媒体说，保加利亚相关
部门认为这些被驱逐的俄罗斯外交官从事了有违保加
利亚利益的工作。

据保外交部当天发布的消息，保方要求被驱逐的
俄罗斯外交官于7月3日24时前离境，同时要求俄驻
保使团工作人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保驻俄使团人数，即
最多23名外交人员和25名行政技术人员。

保加利亚副总理、社会党主席尼诺娃表示，驱逐70
名俄罗斯外交官是保加利亚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行为，
将产生长期影响。该决定不是由部长委员会也不是由
执政联盟作出，保社会党强烈反对这一决定。 新华

鉴于地区局势
格鲁吉亚宣布暂时禁止小麦和大麦出口

格鲁吉亚政府28日宣布，该国自7月4日起将暂
时禁止小麦和大麦出口。

根据格政府网站当天发表的声明，由于俄乌冲突
引发的世界粮食安全问题，格鲁吉亚决定2022年7月
4日至2023年7月1日禁止出口小麦和大麦。

格环境和农业部长奥塔尔·沙穆吉亚当天在农业
部官网发表声明说，鉴于地区局势，为确保粮食安全，
格鲁吉亚将暂时只在国内市场销售当地生产的小麦和
大麦。 新华

采取举措得当
俄罗斯卢布汇率达到7年来最高水平

俄罗斯卢布兑美元和欧元汇率28日继续走强，达
到7年来最高水平。

根据莫斯科证券交易所数据，截至28日收盘时，
卢布兑美元汇率为51.8比1，为2015年5月以来最高
点；卢布兑欧元汇率为54.55比1，为2015年4月以来
最高点。

俄罗斯投资专家德米特里·巴宾表示，俄罗斯市场
上的外汇供需失衡现象仍然存在，从而助推卢布系统
性走强。

分析认为，卢布兑美元汇率在下周有可能达到50
比1，兑欧元汇率有可能达到52比1。目前尚难预测
卢布汇率何时回落。

俄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本月10日曾表示，卢布汇
率持续走强主要是因为在当前制裁条件下，俄进口萎
缩而出口增加，同时资本流出减少。

2月24日俄方宣布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卢布开
始出现快速贬值迹象，对美元汇率当天跌破80比1，
随后一路走低，3月9日一度跌破120比1，创历史新
低。而随着俄方采取多方面举措应对制裁、稳定金融
市场、提振市场信心，卢布汇率逐步回升，目前已超过
俄乌冲突前水平。 新华

事关出行、购物和化妆品！

7月起这些新规开始实施

删差评、发差评……

“网络水军”两头吃
明确经营底线红线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剧本杀等新业态首次纳入管理

公开征求意见中，公众对
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诉求
反映强烈。对于未成年人的保
护，是新规的一大亮点。《通知》
采取适龄提示、限时等措施加
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求

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使用的剧本
脚本应当设置适龄提示，标明
适龄范围；设置的场景不适宜
未成年人的，应当在显著位置
予以提示，并不得允许未成年
人进入；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应

当采取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沉
迷，除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及寒暑假期外，剧本娱乐经营
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剧本
娱乐活动。

北京晚报

此次出台的《通知》将线下
剧本杀和密室逃脱作为剧本娱
乐经营场所新业态统一纳入监
管，坚持“放管服”改革和包容
审慎监管，制定适应新业态特
点的监管模式，明确经营底线
红线，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和协
同监管。明确剧本娱乐经营场
所经营范围为“剧本娱乐活
动”，并实行事后告知性备案；
强化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主体责

任，明确内容管理、未成年人保
护、安全生产、诚信守法经营、
行业自律等五方面要求；明确
相关部门监管职责，建立协同
监管机制，形成监管合力；设置
政策过渡期，引导剧本娱乐经
营场所利用一年的政策过渡
期，开展自查自纠实现合规化
经营。

《通知》要求严格内容管
理，坚持正面引导和加强监管

并重，鼓励场所使用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的剧本脚本；要
求建立内容自审制度，对剧本
脚本以及表演、场景、道具、服
饰等进行内容自审，确保内容
合法；划出内容红线，剧本娱乐
活动不得含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娱乐场所
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

近年来，以剧本杀、密室逃
脱为代表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
快速发展，在促进青年群体特
别是大学生创业就业、丰富文
化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文化娱
乐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出现了

色情、血腥、暴力、灵异等不良
内容，以及消防安全隐患等问
题。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以及媒体和家长呼吁加强对剧
本杀、密室逃脱监管。相关协

会和企业希望政府部门尽快出
台相关规定，为企业扩大投资
增强政策预期。上海、辽宁等
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先行将
密室剧本杀纳入监管，各地希
望尽快出台全国的政策。

为何要规范密室逃脱、剧本杀？

新规主要管什么？

哪些情况下未成年人不能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