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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应邀将访华
巴方希望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
新华社拉姆安拉 7 月 16 日电 应国家主 导人第四次访华，他对此次访华感到欣喜。
席习近平邀请，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 阿巴斯说，今年 5 月，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
巴 斯 将 于 17 日 至 20 日 对 中 国 进 行 国 事 访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加强国际合作，共建
问。阿巴斯在访华前夕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 ‘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这一主题，巴方
采访时说，巴方希望同中国及参与“一带一 对此高度赞赏。
路”建设的各方商讨如何深化在经济、文化及
阿巴斯表示，巴方重视与中国深入发展
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
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双边关系。
“中国作为世
这将是 82 岁的阿巴斯作为巴勒斯坦国领 界大国，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具有十分重要

经过一周互不见面、由联合国官员代为传话的“背对背”会谈，由联
合国主导的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 14 日晚结束。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会谈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但没有达成任何成
果性文件，双方分歧依然很大，
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仍任重道远。

的政治、经济地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中东地区实现安全与稳定、推动政治进程
发展可作出积极贡献。”
阿巴斯指出，他将在这次访华时强调习
近平主席 2013 年 5 月提出的中方关于解决巴
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2016 年 1 月习主席在
埃及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演讲中对于巴
勒斯坦问题的主张。
“ 巴方希望借助这次访

问，与中国领导人交换对中东局势最新发展
的看法，共商打击恐怖与暴力行为的举措。
巴方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阿巴斯说。
谈及巴以和谈，阿巴斯强调，巴以问题应
在谈判桌上解决并达成永久性的和平方案，
巴方坚持根据有关国际决议、阿拉伯和平倡
议，建立一个以 1967 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
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国内·扫描

常熟
“7·16”
火灾为纵火案 嫌疑人已被抓获

叙问题和谈：
小有进展分歧仍存
有进展

还远未涉及未来新宪法的具体条文。而修宪
问题如果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举行大选也就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 无从谈起。
再次，三个反对派代表团虽然有可能在下
拉在 14 日深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本轮
一轮和谈中形成一个统一的代表团，
但这三方
和谈既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也没有走向破裂，
而是在以往共识的基础上取得了一些
“进展”
。 之间的矛盾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甚至叙主
在此前的和谈中，叙政府代表团和反对派 要反对派高级谈判委员会内部在一些主要问
代表团常常互相指责，并未就核心议题展开真 题上分歧也很严重。此外，处在叙境内反恐一
线的库尔德派别迄今仍被排除在和谈进程之
正讨论。
在此轮和谈结束后，叙政府代表团团长贾 外，使得和谈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在一定程度上
法里对媒体说，本轮和谈主要讨论了两大议 打了折扣，也为和平进程未来发展埋下了一个
题，即反恐和有关修订宪法的程序问题。分析 隐患。
人士认为，这意味着和谈已经朝着正确方向迈
需耐心
出了重要一步。
此间外交人士透露，本轮和谈中，各方对
联合国此前提交的“十二点共识文件”进行了
目前，叙政府军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一定优
确认，巩固了此前和谈的阶段性成果，并在修 势，控制了主要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这种优
订宪法的程序、步骤和框架等问题上取得一定 势并不足以构成必胜的态势。而且，随着极端
共识。
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节节败退，该组织许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轮和谈中，叙主要反 多有生力量转移到了叙利亚境内，这使得叙冲
对派高级谈判委员会与其他两个反对派代表 突局面更加复杂化。
团开罗小组和莫斯科小组的立场也有所松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由俄罗斯、土耳
这三个代表团成员还首次与联合国特使坐在 其等国达成的在叙境内划分若干“冲突降级
一起共进工作午餐。此前一直困扰和谈的一 区”的举措在短期内或能起到促进停火、避免
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一个统一的反对派代表 冲突升级以及推动和谈的积极作用，但如果这
团，上述新动向意味着，这一问题有可能在下 种状态长期持续下去，却很有可能造成叙境内
一轮和谈中得到解决。
实质性的割据状态，从而损害到叙利亚领土完
整，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带来更多变数。
德米斯图拉在本轮和谈开始时也强调，设
有分歧
置“冲突降级区”只是一个“暂时举措”，叙利亚
尽管本论和谈出现了一些新迹象，但整体 问题的最终解决以及长期稳定和平的实现，仍
来看仍处于初步“准备阶段”。和谈各参与方 然要靠联合国主导的日内瓦和谈来推动。
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解晓岩指出，有
虽然实现了联合国所设定的“请得来”
“ 坐得
关各方应维持和谈进程可持续、
不破裂、不失
下”这两个初步目标，但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仍
速，避免仓促介入分歧严重的核心问题，从相
然存在严重分歧。
首先，叙主要反对派高级谈判委员会仍然 对易于达成共识的问题入手，循序渐进，不断
坚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是开始 积累互信；要巩固政治解决的大方向，要使和
讨论未来政府组成的前提。但对于已经在战 谈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给谈判双方和国际社
场上取得一定优势的叙政府来说，这显然是不 会以信心；要坚持叙利亚人民自主自决，引导
叙政府和反对派保持耐心，充分协商，作出符
切实际和不能接受的条件。
其次，尽管参与和谈的各方在宪法修订的 合叙利亚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决定。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有关程序和步骤等问题上形成了一些共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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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装饰

临平洁士家政

招

本公司专业从事室内外装饰装修二十余
年，因为专业，所以专注。
“精工细作、追求完美
是本公司的目标。因工作和业务拓展需调整部
分岗位，现公司向社会招纳英才，招聘优秀家装
设计师三名，男女不限，待遇从优，现开始报
名。欢迎优秀人才加入。
联系电话：0571-89185333 周小姐

张尧生口腔
招聘：种植牙手术护士、管理、口腔医生、护士、财务。
邱山院区：临平邱山大街 271 号（靠景山路南路口）
北大街院区：临平北大街 167 号（大红鹰超市斜对面）
电话：86205588（邱山）86226825（北大街）

（搬家、保洁、拆装
空调 保姆中介）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 145 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招

商

【临平新天地8号楼3楼招商】
园区中心地段，室内面积195㎡，配备大金
空调。适合健康养生、教育培训、产品展陈销
售、办公、餐饮等。有意联系18072931090

新华社南京 7 月 16 日电 16 日 4
时左右，江苏常熟虞山镇漕泾 2 区 74
幢发生火灾，造成 22 死 3 伤。经公安
部门调查取证，这是一起纵火案，嫌
疑人姜某某已被抓获。
16 日 4 时 29 分，常熟公安部门接
到群众报警，称虞山镇漕泾新村二区
74 幢发生火灾。119 指挥中心立即调
集 14 辆消防车，71 名消防官兵赶赴
现场处置，5 时 28 分大火被扑灭。
事发地为一处城市居民出租商
品房屋，系江苏四阿哥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租住的员工宿舍。起火建筑为
两层带阁楼砖混结构，建筑面积约
200 平 方 米 ，过 火 面 积 约 200 平 方
米。经调查核实，事发时该房屋内共
住有 29 人。经对现场彻底清理，确认
死亡 22 人。3 位伤者均为轻伤，无生
命危险。
火灾发生后，江苏省委省政府主
要领导与公安部领导赶赴现场指挥
救援和处置，苏州市、常熟市立即成
立了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成现场搜
救、医疗救治、原因调查、善后处置、
舆情发布等工作小组，还成立了 24 个
由司法、民政、社区、心理疏导专业人
员等组成的善后处置工作小组，
“一
对一”做好死者和伤者家属的接待安
抚工作。

停电预告
2017-07-18 08:20-14:00 向 阳 G126
线向阳村三仙桥农居点变令克开关：余杭
区崇贤街道：向阳村三仙桥农居点一带；08:
30-17:30 艺尚变崇韵 G621 线-新学开关 II
站庭学 G6211 线余杭区南苑街道：余之城
小区西区块周边；万荣 G607 线南卫开关站
I 段：余杭区南苑街道：南苑卫生院周边；08:
40-18:30 桃湖 H620 线（变电站-畔湖开关
站Ⅱ段）余杭区中泰街道:桃花源东区元宝
村、东山村、玲珑西村、碧桃村、湖畔村一
带；09:30-17:30 翠谷 H734 线盛世 8 号站盛
世嘉园 11-2 号公变分线：余杭区五常街
道：盛世嘉园小区盛美苑 4、5、6、7 号楼一
带。
余杭区供电公司 联系电话：86130111

7 月 16 日拍摄的火灾事故现场。

铁警提醒：

乘车时防晒喷雾等
自喷压力容器
不得超过 120 毫升

新华社厦门 7 月 16 日电 暑运大幕
拉开，各地火车站人流量迅速增加，铁
路公安部门提醒乘客，在乘坐火车时，
尽量不要携带防晒喷雾等自喷压力容
器。
15 日 7 时 15 分，在厦门火车站北进
站口，来厦门旅游的深圳籍旅客黄小姐
持一张厦门开往深圳北的动车车票进
站。经过安检仪器时，民警发现黄小姐
行李中出现异常成像，于是将其拦下。
经细致检查，铁路民警在该旅客包
裹内找到一瓶 300 毫升的防晒喷雾。
“携
带防晒喷雾是有一个限量的，自喷压力
容器的允许携带范围是 120 毫升以下，
超过 120 毫升的喷雾容器就不允许携带
了。”民警耐心地向其解释。
不到半小时，民警又发现一名男子
准备携带发胶乘车，也因容量超标被留
置。
据厦门铁路公安处民警介绍，自今
年暑运以来，厦门站平均每日接待客流
量为 3 万至 4 万人次，违禁品收缴也达
到高峰。半个月来，厦门铁路警方就在
安检时查获各类违禁品 2000 多件，其中
发胶、防晒喷雾等易燃易爆气罐类 1300
件、管制刀具 324 件、钝器 378 件。易燃
易爆气罐类占比高达 69％。
厦门铁警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
火车时，携带的指甲油、染发剂容器不
得超过 20 毫升；携带的冷烫精、发胶、杀
虫剂、空气清新剂、防晒喷雾等自喷压
力容器不得超过 120 毫升。
据了解，厦门站和厦门北站的全部
安检设备目前都已启用，由公安民警、
安检人员组成的专职安检队伍，通过
“机检”和“人检”相结合的方法，严卡进
出站通道，强化旅客人身和携带行李
“全覆盖”安检。厦门铁警提醒，为了自
身和他人安全，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
将危险品、违禁品等携带进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