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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11 日应约同韩国总统文在寅
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总统先生不久前对中
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双方就发展
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在重大地
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达成重要共识，
增进了互信、加强了合作。中方对中韩
关系改善发展感到满意。新的一年里，

中方愿同韩方一道，
加强战略沟通，
推动
务实合作，
妥善处理敏感问题，
推动两国
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共同努力促进地区
和平稳定。中方支持韩方办好平昌冬奥
会，
预祝平昌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文在寅再次感谢中方为他不久前
访华作出的周到安排，表示期待韩中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发展势头，并在新
的一年取得更大进展。韩方感谢中方

支持办好平昌冬奥会。
文在寅通报了近日韩朝高级别会
谈成果，表示韩方高度重视中方在朝鲜
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感谢中方支持
南北对话，感谢中方为推动通过对话谈
判解决问题、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所
作努力。韩方愿同中方一道，致力于通
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维护本地区和平
稳定。

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支持韩朝双
方改善关系、和解合作。我们支持双方
推进南北对话和交流，逐步推动朝鲜半
岛问题解决。当前，朝鲜半岛形势挑战
和机遇并存。希望平昌冬奥会不仅为
韩朝对话带来契机，而且能成为朝鲜半
岛形势好转的开端。中方愿同包括韩
方在内各方加强沟通和合作，争取形势
进一步向好发展。

李克强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举行会谈

携手打造中柬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据新华社金边 1 月 11 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 月 11 日上午在金
边和平大厦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举行会
谈。
李克强表示，中柬是近邻，传统友谊
深厚。中国始终尊重柬埔寨的主权和独
立，坚定支持柬埔寨走符合本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中方愿以两国建交 60 周年
为契机，继续同柬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
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等领域的交
流，同时为柬埔寨发展经济，尤其是改善
民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携手打造中
柬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李克强强调，中方愿同柬方更好对
接发展战略，以共建
“一带一路”为契机，
抓好产能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加强经

济特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及农产
品深加工、旅游等合作，扩大科教文卫及
地方等合作，共同办好中柬建交 60 周年
系列庆祝活动，让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
更加牢固。
李克强祝贺柬埔寨成功主办澜沧
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指
出中柬友好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也惠及
地区。中方愿同柬方继续密切在澜湄合
作机制和中国－东盟合作框架内的协调
沟通，继续为地区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
洪森欢迎李克强总理在柬中建交
60 周年之际访柬，并表示，李总理此访
必将进一步巩固柬中传统友谊，推动两
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澜湄合作更
上一层楼。中国是柬埔寨的友好合作伙

伴，双方政治上高度互信，各领域务实合
作活跃，人民间传统友谊深厚，柬方感谢
中方长期以来对柬的坚定支持和帮助，
祝愿中国人民早日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柬方对两国公路、港口、经济特
区建设等重大项目的进展感到满意，愿
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农业、旅游、民生
等领域合作。巩固和发展柬中友好是柬
政府和人民的共识，柬方将在中方的核
心利益问题上继续坚定支持中方的正当
立场，愿同中方共同办好两国建交 60 周
年庆祝活动，将柬中传统友好世代传承
下去。
会谈后，李克强和洪森共同见证了
两国政治、经贸、卫生、林业、农业、人文
等领域 19 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双

方还发表了中柬联合公报。
会谈前，洪森在和平大厦为李克强
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车队驶近和
平大厦时，当地中小学生在道路两侧挥
舞着中柬两国国旗和鲜花，热烈欢迎中
国贵宾。洪森同李克强亲切握手。两国
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队高奏中
柬两国国歌。两国国旗在白色大理石的
映衬下格外醒目。李克强在洪森陪同下
检阅了仪仗队。
当日上午，李克强向柬埔寨独立纪
念碑和西哈努克太皇纪念雕像献花圈。
另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 月 11 日中午在金边王宫会见柬埔寨国
王西哈莫尼。

外交部：敦促日方停止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日本海上
自卫队 2 艘舰艇 11 日上午先后进入赤尾
屿东北侧毗连区活动，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
日方停止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以
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作出努
力。

有记者问：日本政府今天说有一艘
不明国籍潜艇进入钓鱼岛 12 海里毗连
区，中国军舰很有可能进入了同一区域，
日方已就此提出抗议。请证实。
陆慷说，根据中方掌握情况，今天上午
日本海上自卫队 2 艘舰艇先后进入赤尾
屿东北侧毗连区活动，中国海军对日方

活动实施了全程跟踪监控。目前，日方
舰艇已离开了有关毗连区。
“我必须再次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钓鱼岛的主
权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他说，
日方有关做法丝毫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
中国的客观事实，也丝毫动摇不了中方

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
陆慷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在钓
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按照双方 2014 年
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精神，与中方相向
而行，以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
作出努力。

世界首座双层六线钢桁梁铁路斜拉桥在渝落成

环球视野

旧金山湾区加州铁路列车
发生碰撞事故

这是 1 月 10 日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伯林盖姆市百
老汇大道一个铁路道口拍摄的事故现场。
开往旧金山市区的加州铁路 225 次列车 10 日在
旧金山湾区伯林盖姆市百老汇大道一个铁路道口撞
上一辆被拖车牵引的汽车，造成当日上午湾区部分
铁路客运车次延误。据当地媒体报道，旧金山湾区
当日 6 小时内发生三起火车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
人受伤。

特朗普再提
有条件重返《巴黎协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 日说，美国有可能重返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按
美国意愿重新达成
“公平”
的协议。
当天在与挪威首相索尔贝格共同主持的白宫记
者会上，有记者向特朗普提问，怎样才能说服他重返
《巴黎协定》？特朗普回应说，
《巴黎协定》对美国“十
分不公平”，
“给美国严重惩罚”，伤害美国商业，是一
份
“很坏的协议”。
特朗普接着说，美国“是有可能重返（《巴黎协
定》
）”，但它“确实会剥夺我们的竞争优势，我们不会
让这种事发生，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特朗普的最新表态与去年 6 月宣布退出《巴黎
协定》时并无实质区别。当时他表示，美国可以重新
谈判以达成一个“更公平”的气候协议，但能否达成
新协议无关紧要。特朗普的重新协商提议当时遭
德、法、意等国拒绝。
过去半年里，多次传出美国重返《巴黎协定》的
消息，但不是属于舆论“一厢情愿”，就是美国官员的
话被片面报道，属于误读。白宫甚至为此发表澄清
声明称，
“ 除非条款对我们国家更有利，我们才会重
新加入”。
特朗普曾称气候变化是骗局。他在气候问题上
的立场招致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土耳其在爱琴海成功营救
41 名外国偷渡客

欧盟拟对塑料包装征税

中纪委：2017 年处分 52.7 万人 包括 58 名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关共接受信访举报 273.3 万件次，处置问
题线索 125.1 万件，谈话函询 28.4 万件
次，立案 52.7 万件，处分 52.7 万人（其中
党纪处分 44.3 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
上干部 58 人，厅局级干部 3300 余人，县
处级干部 2.1 万人，乡科级干部 7.8 万人，

一般干部 9.7 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
员 32.7 万人。
2017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 131.6 万人次。
其中，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谈话函询
78.6 万人次，占“四种形态”处理总人次

的 59.7％；第二种形态纪律轻处分、组织
调整 41.2 万人次，占 31.3％；第三种形态
纪律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 7 万人次，占
5.3％；第四种形态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
案审查 4.8 万人次，占 3.7％。

2020 年我国将基本形成交通运输无障碍出行服务体系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到 2020 年，
我国的火车站、汽车站等客运站将实现
老年人、
残疾人无障碍设施全覆盖。
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住房城乡建
设部、中国残联、全国老龄办等部门联
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老年
人残疾人出行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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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海岸警卫队 11 日在土西部爱琴海海域成
功救起 41 名企图偷渡到希腊的外国人。
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说，一
艘充气船搭载 41 名外国人企图偷渡到希腊某海岛，
充气船行驶到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省福恰附近海域
时开始渗水，海岸警卫队救出船上所有人员，其中包
括 13 名阿富汗人、8 名叙利亚人、6 名安哥拉人、6 名
塞拉利昂人、3 名厄立特里亚人、2 名马里人、1 名伊
拉克人、1 名索马里人和 1 名科摩罗人。
土耳其爱琴海海域曾是难民偷渡到欧洲的重要
通道。2016 年 3 月，土耳其与欧盟就解决难民危机
达成协议，
土方加强管控后，偷渡人数大幅减少。

这是 1 月 9 日拍摄的
新白沙沱长江特大桥（右）
和修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
的白沙沱长江大桥（左）。
经过 5 年艰苦建设，
位于重庆江津的世界首座
双层六线钢桁梁铁路斜拉
桥——新白沙沱长江特大
桥近日落成，与即将开通
的渝贵铁路一起进入检测
试运行阶段。
新白沙沱长江特大桥
全线长约 5.32 公里，其中
主 桥 全 长 920 米 ，是 渝 贵
铁路跨越长江的重要通道
和关键控制性工程。该桥
上层为四线客车线，设计
时 速 200 公 里 ；下 层 为 两
线 货 车 线 ，设 计 时 速 120
公里。据介绍，渝贵铁路
开通后，列车通过这座大
桥最快仅需 16.56 秒。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中央纪委
11 日通报 2017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纪
律审查情况。2017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共处分 52.7 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及
以上干部 58 人。
根据通报，2017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

媚

了到 2035 年推进交通运输无障碍出行
服务的行动纲领，其中包括到 2020 年我
国要基本形成交通运输无障碍出行服
务体系。
意见指出，到 2020 年交通运输无障
碍出行服务要实现以下具体目标：新建
或改扩建的铁路客运站、高速公路服务

区、二级及以上汽车客运站、城市轮渡、
国际客运码头（含水路客运站）、民用运
输机场航站区、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无障
碍设施实现全覆盖；邮政对老年人、残
疾人的信件、印刷品、汇款通知等实现
邮件全部按址投递；鼓励具备条件的城
市新增公交车辆优先选择低地板公交

车，500 万人口以上城市新增公交车辆
全部实现低地板化。有条件的铁路客
运站、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区、二级
以上客运站、邮政营业网点、城市轨道
交通车站、城市公共交通枢纽等老年
人、残疾人引导辅助服务覆盖率有效提
升，力争实现无障碍服务设施全覆盖。

欧盟委员会负责预算的委员京特·厄廷格 10 日
在布鲁塞尔对媒体表示，欧盟委员会拟对塑料包装
征税，以减少环境污染和增加欧盟预算收入。
厄廷格表示，由于中国推出禁止洋垃圾入境的
相关举措，欧盟的塑料垃圾出口受到影响，因此欧盟
希望通过征税来减少塑料包装的使用。
他表示，对塑料包装征税的细节，比如是向消费
者还是生产者征税以及税率的确定等，目前仍在讨
论中。
厄廷格还说，欧盟计划提高成员国向欧盟预算
缴纳的资金以及缩减预算支出来填补英国“脱欧”后
留下的财政缺口。
据悉，英国“脱欧”将会导致欧盟出现每年超过
120 亿欧元（1 欧元约合 1.2 美元）的预算缺口。同时，
欧盟还需要在移民、边境管控、防务等领域增加开
支。
（以上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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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民大道景观提升改造项目及迎宾路景
观提升改造项目建设需要，对南苑街道保障桥
社区立忠大楼和樱花宿舍被征收房屋进行拆
除。作业时间 2018 年 1 月 13 日-14 日（周六、周
日）。届时将对人民大道与迎宾路交叉口，迎宾
路北向南，人民大道路东向西路段，进行封闭施
工，敬请机动车及非机动车辆绕开封道路线，如
有不便，
敬请谅解！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南苑街道办事处
2018 年 1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