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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危化品须注意什么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为了表示感谢，他送去了一副匾，上面写着‘妙
手回春’四个字。”请问其中“一副匾”的说法是否妥当？

陕西读者 牛先生
牛先生：

“匾”常用来指“挂在门上端或墙上的题字横牌”，一般采用的量
词是“块”。《现代汉语学习词典》 在解释“匾”字时，明确指出

“匾”的量词是“块”。下面是工具书及名著中“块”做“匾”量词的
例子：

（1）门上挂着一块匾。（《现代汉语词典》）
（2）他家门上挂着一块匾。（《现代汉语学习词典》）
（3）那庙门挂一块‘三圣祠’的匾。（《儿女英雄传》第14回）
在主流网站观察会发现，用“块”做量词的“一块匾”远多于用

“副”做量词的“一副匾”。可见，不论是从工具书的规定来看，还是
从社会的主流用法来看，都显示出“匾”的量词是“块”而不是

“副”。因此，提问句中的“送去一副匾”宜写成“送去一块匾”。
量词“副”多用于成对或成套的物件。例如：
（4）他领了一副新手套。
（5）门框上贴着一副对联。
（6）桌子上摆好了两副碗筷。
（7） 小郑给老年活动室买了3副象棋

和4副扑克牌。
另外，“匾”也说成“匾额”，“匾

额”的量词也宜用“块”。“招牌”是跟
“匾”类似的东西，“招牌”的量词也是
“块”。例如：“门口挂着一块招牌。”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杜永道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今天，中国是
2020 年二十国集团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
的国家。这其中，外交部领事司会同各有关
部门，发挥签证作为“调节阀”的作用，迅
速开通“快捷通道”，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下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推进复工复产作出了
积极贡献。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60多个国家
的商务、技术等各类人员通过“快捷通道”
来华。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各国普遍
采取限制人员往来、隔离入境人员、暂停国
际航班等措施。2020 年 3 月底，外交部会同
国家移民管理局暂停了绝大部分外国人持有
效签证、居留许可和免签入境，同时对来华
从事必要经贸、科技等活动，以及有紧急人
道主义需要的外国人提供签证便利，确保必要
人员来华不受影响。此后，外交部根据境外疫
情形势的发展，对外国人来华签证政策进行了
多次动态调整。事实证明，减少不必要的人员
跨境流动是防控疫情输入风险的有效手段。

为便利复工复产活动，外交部与条件成
熟、经贸合作密切的国家积极商谈建立“快
捷通道”。通过对来华复工复产人员实施登
机前和入境后两次核酸检测，由用工单位在
入境后 14日内实行全程闭环管理，从而有效
缩短集中隔观时间，便于相关人员尽快投入
工作。

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快捷通道”于 2020
年 5 月 1 日率先实施，随后又与德国、新加
坡、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陆续开
通“快捷通道”。7月底，在前阶段取得良好
实施效果的基础上，外交部领事司将“快捷
通道”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涵盖了几乎所
有国家、所有领域的来华人员，包括冬奥会
筹备工作人员等。

“快捷通道”受到外方普遍欢迎。中韩
“快捷通道”开通最早，适用人员最多，得
到两国领导人、经济界、地方政府、媒体的
高度肯定，认为“快捷通道”使两国商务人
士以安全、迅速的方式往来，在维护两国经
贸合作和产业链、供应链方面起到关键作
用，减少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对两国关系
有重要意义。

德国政府、经济界高度评价“快捷通
道”，对我通过实施“快捷通道”保障在华
工作的德国企业人员等重返工作岗位表示感
谢，称这一举措“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新加坡是东南亚首个与我建立“快捷通
道”的国家，对促进我同他国复工复产合作具
有示范意义，为推动地区供应链、产业链畅通
作出贡献。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中新“快捷通
道”作用，要求用好用足“快捷通道”，为两
国复工复产提速，助力两国经济发展。

国内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主动作为，积
极创新，精准施策，利用“快捷通道”助力重
点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全面复工复产，支持小
微企业纾围解困，取得了疫情防控与本地经济
社会发展“双赢”。

江苏省是全国适用“快捷通道”安排入境
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接运复工复产人员5000

余人，无一例输入病例，有力保障了江苏重点外资项目的顺利推进。
截至目前，河北省通过“快捷通道”，用“订制包机”接回技术工

程人员100余名，保证企业生产线顺利开工、按时交付产品，避免巨额
经济损失。

河北省廊坊市云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生产手机屏体等电子部件
的高新技术企业，生产设备主要从韩国进口，境外专家因疫情影响来
华计划一再推迟，对后续新产品订单造成很大影响。邢台市南冠科技有
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羊绒纱线纺织的小微企业，从意大利采购了专业设备
后，技术专家因疫情原因无法来华安装调试，导致设备闲置，直接经济
损失超 1000 万元，还面临大量员工下岗等更加严重的困境。河北省

“省-市-县”三级联动，指导、帮助小微企业制定、实施闭环管理，
使得该企业成功通过“快捷通道”邀请到意大利技术专家来华，渡过
难关实现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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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无效，财产怎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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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妻子患精神分裂 男子欲离婚分房 法
庭上“两级反转”》的新闻事件吸引了公众的眼球。

张山与王丽结婚后以按揭方式购买了一套房产，首
付 72 万元，贷款 168 万元，贷款系以张山名义签署合
同，贷款期限为240个月。办理房产证时，根据双方约
定：二人按份共有，即各占50％。购房后不久，王丽精
神出现异常，经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1 9年 4月，
王丽经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同年7月，张山起诉离婚，并主张婚后购买的房屋归
自己，他向王丽支付一半份额的补偿款。人民法院经审
查判决：驳回张山关于离婚并分割财产的起诉。同年10
月，王丽将张山和结婚登记机关诉至法院，要求撤销两
人的结婚登记，理由是这个张山并不是身份证上的“张
山”，而是“张三”。法院经审查认为：张三隐瞒真实信
息，冒用已去世多年的张山信息，与王丽登记结婚，该
婚姻登记应依法撤销。基于张三与王丽共同生活构成同
居关系，且撤销婚姻系张三过错导致，王丽患病系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应当予以适当照顾，故同居期间张三应
当少分财产。

■ 同居期间所得财产应优
先协议处理

这是一场典型的因婚姻登记被撤销导致的
同居财产分割。《民法典》 关于结婚登记被依
法撤销之后产生的同居关系是如何界定的呢？
同居分手后的财产如何分割呢？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四条规定：“无效
的或者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
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
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
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
婚导致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
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
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的规定。婚姻无效或者被
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本案中，张三和王丽基于结婚登记共同生
活多年并购买房产。结婚登记被撤销后，婚姻
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双方不具有夫妻的权利
和义务，共同生活期间应属于同居期间。同居
期间所得的财产应当优先协议处理，即充分尊
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若双方协商不成诉至法
院的，人民法院在审查后会结合实际出资、产
权登记、共同生活时间长短等综合因素做出裁
决，在裁决时尤其要照顾无过错方的合法权
益。这也是法院经过综合审查，确认王丽多分
财产而张三少分财产的主要原因。

■ 律师提醒

张三和王丽的案件是典型的婚姻无效或被
撤销婚姻后产生的法律后果。现实生活中存在
诸多未婚同居现象，这些同居关系分手后，财

产该怎么分割呢？
《民法典》 施行之前，主要法律依据为

1989 年 12 月 13 日实施的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
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
干意见》，但该意见已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被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及相关
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法释 （2020） 16 号］ 废
止。《民法典》 及其司法解释没有直接关于未
婚同居的相关规定。反观司法实践，因同居分
手分割财产的案由也是五花八门，适用的法律
规定不尽相同，司法实践尚未形成统一标准。
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又不进入婚姻，为防
止同居分手产生矛盾，不妨提前做好风险防
范，不至于分手容易，后续却引发更加复杂的
财产纠纷。

（北京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律师尹红志）

“匾”的量词是“块”“匾”的量词是“块”

“马拉维的恩桑杰居民沉浸在 26公里长的
恩玛公路初具规模的喜悦之中”。9月初，马拉
维全国性媒体《马拉维邮报》用醒目的标题直
接传达出恩玛公路对当地居民产生的深刻影
响，同时在文中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承建该项
目的中国企业——中铁二十局的充分肯定。不
到一周时间，马拉维总统府也对项目的施工质
量、进度等给予了高度赞扬。

“现在项目进入施工大干阶段，目前已经
完成合同额的80%，国庆期间将进行沥青双表
路面的施工。”项目经理郭治南对今年底完成项
目施工任务充满信心。他连续 3个国庆节都奋
战在施工一线，已经20个月没有回国休假。他
觉得在国庆节这个充满自豪感的日子里，最能
表达对共和国热爱之情的方式就是奋斗和汗水。

门家俊是项目的新入职员工，去年国庆节

前夕，他来到了广袤的非洲大陆，在异国他乡
为共和国生日送上了自己的祝福。今年国庆，
他与紧锣密鼓的沥青路面施工为伴，用实际行
动向共和国72岁生日献礼。

“这条路是中铁二十局进入马拉维市场的
第一个项目，是连接 5 个传统区的交通枢纽，
对降低运输成本，促进沿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我为能参建这条公路，并为维护两国友
好关系作出贡献而感到骄傲。”门家俊说。虽
然每天都很忙碌，但他觉得奋斗让国庆这个日
子更加有意义。

在马拉维首都利隆圭，一座标志性建
筑——马拉维国家体育综合馆项目正拔地而
起，工程部部长谭隆秋正在指导当地员工使用
测量仪器。他已经培养了近 15 名当地技术骨
干，包括测量员、土建工程师和安全员等。今

年是谭隆秋在海外度过的第 7个国庆节，每年
国庆节他所在的海外项目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
氛围，他总是能感受到在异国他乡为祖国事业
奋斗的热情。

马拉维国家体育综合馆项目是马拉维最
大、功能最齐全的室内体育综合馆，马拉维总
统曾两次视察该项目。“中铁二十局在马拉维建
设了一批国家重点工程，在该项目建设中依然
彰显着雄厚实力、契约精神和专业品质，今天看到
项目进度，我非常骄傲。”查克维拉总统的称赞犹
在耳边，谭隆秋觉得参建该项目责任重大，唯有
保证项目顺利完工才是对祖国和企业最好的回报。

中铁二十局莫桑比克公司总部的李京华正
在筹划国庆节当天升国旗仪式，她希望通过仪
式让大家牢记责任和担当。因为疫情原因，李
京华近两年没能回国休假。身在海外，她想用
镜头记录下大家对祖国的生日祝福，作为一份
有意义的纪念。

从莫桑比克到马拉维，140 名中国员工驻
守两国，分散在各项目，他们始终相信“幸福
都是奋斗出来的”，并时刻以奋斗的姿态在海
外坚守，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始终心系祖
国，不断为建设“一带一路”添砖加瓦。

马拉维的中国建设者
孙丽华

海外纪闻海外纪闻

海关答疑

黄先生：
您好！我们来回答您的问题。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

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
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 生活中的危险化学品有哪些？

生活中我们常用到的香氛喷雾、精油，夏
天常用的驱蚊液、杀虫喷雾，疫情期间常用的
消毒液，有一部分因为含有易燃成分，也属于
危险化学品，在使用时需要尽量远离热源、热
表面、火花、明火或其他点火源，在进口相关
货物时需要按照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办理相关
业务。

■ 申报时应填报哪些事项？

根据《海关总署关于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
其包装检验监管有关问题的公告》（2020年公告

第 129号） 的规定，进口危险化学品的收货人
或者其代理人在报关时，应如实填报以下事
项：包括危险类别、包装类别 （散装产品除
外）、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UN编号）、联合国
危险货物包装标记（包装UN标记）（散装产品
除外）等。

■ 申报所需材料有哪些？

（一）《进口危险化学品企业符合性声明》；
（二） 对需要添加抑制剂或稳定剂的产

品，应提供实际添加抑制剂或稳定剂的名称、
数量等情况说明；

（三） 中文危险公示标签 （散装产品除
外）、中文安全数据单的样本。

■ 小包装危化品标签能否简化？

根据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GB
15258-2009） 的规定，对于小于或等于 100ml
的化学品小包装，为方便标签使用，安全标签
要素可以简化，包括化学品标识、象形图、信
号词、危险性说明、应急咨询电话、供应商名
称及联系电话、资料参阅提示语等。

■ 伪瞒报进口危化品如何处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处罚实施条
例》，进口危险化学品伪、瞒报影响海关监管
秩序的，应予以警告或者处1000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

（天津海关商品检验处商品检验二科二级
主任科员庞璐珉、天津海关所属保税区海关海
港查验五科三级主办黄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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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海关：
我们公司是一家经营生活用品的贸易企

业，最近准备进口一批香薰产品。听说香薰
属于危险化学品，那我们平时生活中用到的
物品中还有哪些属于危险化学品？进口这类
商品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天津读者 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