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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月 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当日抵
京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
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在亲切友好的气
氛中，就中朝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
成重要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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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友谊的强大生命力
习近平强调，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朝关系在 2018 年掀开
了新的历史篇章。双方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中朝友谊的强大生命
力，彰显了中朝共同致力于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的坚定
意志。今年是中朝建交 70 周年，对中朝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我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
共同引领好
中朝关系未来发展。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深化
友好交流合作，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金正恩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初百忙之际接待我们访华，
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并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
府和人民致以亲切的节日问候。在总书记同志的悉心关怀下，
去年朝中关系提升到新高度，
谱写了新篇章。我此次访华，
就是
希望以两国建交 70 周年为契机，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朝中传统
友谊、加强朝中交流合作深入交换看法，
推动朝中友好关系日益
巩固和发展。

政治解决半岛问题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习近平积极评价朝方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实现半岛
无核化所采取的积极举措，表示去年在中朝及有关方共同努力
下，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取得重大进展。当前，
半岛和平对话
的大势已经形成，谈下去并谈出成果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和
共识，政治解决半岛问题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中方支持朝方
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
支持北南持续改善关系，
支持朝美举
行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关方通过对话解决各自合理关
切。希望朝美相向而行，
中方愿同朝方及有关方一道努力，
为维
护半岛和平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
设性作用。
金正恩表示，
去年朝鲜半岛形势出现缓和，
中方为此发挥的
重要作用有目共睹，朝方高度赞赏并诚挚感谢。朝方将继续坚
持无核化立场，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
为朝美领导人第二
次会晤取得国际社会欢迎的成果而努力。希望有关方重视并积
极回应朝方合理关切，
共同推动半岛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双方通报各自国内形势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在 70 年的历程
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历史飞跃。中国共产党有决心、有信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朝鲜劳动党实施
新战略路线一年来，取得不少积极成果，
展示了朝鲜党和人民爱
好和平、谋求发展的强烈意愿，
得到了朝鲜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国
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中方坚定支持委员长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
民贯彻落实新战略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相信朝
鲜人民一定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金正恩表示，
我在过去不到一年时间里四次访华，
对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和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印象深刻。朝
方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十分宝贵，希望多来中国实地考察交
流。相信中国人民在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创造新的伟大成就，
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朝鲜劳动党将带领朝鲜人民继续大力落实新战略路线，并
为此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据新华社

2019年下半年
5G 手机将投放市场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
10 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2019 年，国家将进一步推进供
给性结构性改革，加大去产能
力度，并更多采用技术和法制
的 手 段 ，减 少 行 政 手 段 去 产
能。同时，还将继续推动制造
业企业的智能化发展。在消费
领域，继续实施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
“三品”行动计划，
重
点消费品争取能够形成新亮

点，
如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汽
车、4K 高清显示等。
苗圩透露，
今年，
我国将进
行 5G 商业推广，在若干个城
市发放 5G 临时牌照，使大规
模的组网能够在部分城市和热
点地区率先实现，同时加快推
进终端的产业化进程和网络建
设，预计下半年诸如 5G 手机、
5G iPad 等商业产品将陆续投
放市场。
据央视新闻

中美在京举行
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
峰 10 日表示，1 月 7 日至 9
日举行的中美经贸问题副
部级磋商中，
双方积极落实
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就共同
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
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
致的交流。下一步，
双方团
队将按原定计划推进磋商
工作，关于磋商安排，双方
正在保持密切联系。
此次磋商比原定时间
延长一天。对此，高峰说，
时间长，
说明双方对于磋商

的态度都是严肃、认真、坦
诚的，
都在朝着落实两国元
首重要共识的方向而努力。
针对有媒体关心双方
在结构性问题的磋商有何
进展时，高峰回应说，结构
性问题是此次磋商的重要
内容，
双方在这个领域的磋
商是有进展的，
增加了互相
理解，
也为解决相互关切奠
定了基础。高峰表示，
关于
下一步磋商安排，
双方正在
保持密切联系。
据新华视点

今年将启动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
部获悉,生态环境部今年将
聚焦污染防治攻坚战,启动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
据介绍，对于 2019 年
的工作安排,生态环境部将
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打好碧水保卫
战,全面实施水源地保护、
黑臭水体治理、长江保护修
复、渤海综合治理、农业农
村污染治理等攻坚战行动
计划或实施方案,今年还将

继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执法,落实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启动第
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同时,在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强化监督中,坚
决反对
“一律关停”
“先停再
说”等敷衍应对做法,坚决
避免以生态环境为借口紧
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
暴行为,坚决遏制假借生态
环境等名义开展违法违规
活动。
据新华网

看咱护照的“含金量”
！
我国与 14 个国家实现互免签证
1 月 9 日，2018 年领事
工作媒体吹风会在外交部
举行。据外交部领事司司
长郭少春透露，
目前我国已
与 14 个国家实现全面互免
签证。2019 年元旦起，中
国在全球驻外使领馆推出
了包括扩大护照申办受理
范围等新一轮便民惠民举
措。
根据中国领事服务网

资料，这 14 个国家分别是
阿联酋、巴巴多斯、巴哈马、
波黑、厄瓜多尔、斐济、格林
纳达、毛里求斯、圣马力诺
共和国、塞舌尔、塞尔维亚、
汤加、白俄罗斯、卡塔尔。
此外，15 个国家和地区单
方面给予中国公民免签入
境待遇。44 个国家和地区
单方面给予中国公民落地
签便利。
据新华网

我国拟推 21 条举措
为综保区升级“五大中心”
开道
记者 10 日从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获悉，
我国
近期将出台政策，以 21 项
具体任务举措助推综合保
税区实现高水平开放、高质
量发展。
海关总署副署长李国
表示，
海关总署会同国家税
务总局、
商务部等14个部门
研究起草了《关于促进综合
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
近日将正式
印发实施。若干意见提出了
21 项具体任务举措，
将推动
综合保税区发展成为
“具有
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加工
制造中心、
研发设计中心、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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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分拨中心、
检测维修中心、
销售服务中心”
。
如何保障“五大中心”
落地生效？李国逐一对每
个 中 心 的 建 设 加 以 介 绍。
以打造加工制造中心为例，
即将出台的政策提出赋予
区内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资格；
允许拟入区企业进
口自用机器设备等，
自国务
院批准设立综合保税区之
日起即提前适用相关的免
税政策；
允许区内企业承接
国内委托加工业务；
免除手
机、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内销
环节自动进口许可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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