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南极昆仑站1月10
日电 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

队昆仑队9日在昆仑站完成南极

太阳多色望远镜安装。这是昆仑

站首台白昼天文观测设备，可在

极昼期间对太阳进行连续观测，

同时开展空间碎片观测。

昆仑队队员、中国极地研究

中心副研究员姜鹏表示，南极太

阳多色望远镜的对日观测，可与

南极中山站高空大气物理观测系

统形成对日地空间的综合观测。

先前架设在南极的巡天望远

镜AST3-2已经实现了全季越冬

观测，并在冰穹A地区成功探测

到引力波的光学对应体。南极太

阳多色望远镜的安装和观测，将

进一步开发昆仑站的极昼观测能

力，实现全年天文观测。

南极太阳多色望远镜也将开

展对空间碎片的白昼观测实验。

“昆仑站是监视近地轨道碎片最

理想的地理位置，同时具备优越

的天文观测条件，可以在南半球

扩展我国的空间碎片监测网络。”

姜鹏说。

本次南极科考期间，昆仑队

队员将开展AST3-2的维护和往

年观测数据回收，安装天文台址

监测设备并进行日间观测。另

外，小型望远镜KL-DIMM塔架

已经完成，即将进行安装。

中国第一个南极内陆科考站

昆仑站，位于南纬80度的冰穹A

地区。这里的地理大气条件对天

文研究具有独特优势，被天文学

界认为是条件最优越的地面天文

观测台址之一。

上图为1月9日，科考队员安
装南极太阳多色望远镜

中国科考队在昆仑站安装太阳多色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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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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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通报了各自国内形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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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金正恩举行欢

迎仪式。

会谈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为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

举行欢迎宴会并共同观看文艺演出。

9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饭店会见金正恩。习近平积

极评价金正恩这次访华的重要意义，回顾了中朝友好交往

历史，表示中方愿同朝方共同努力，维护好、巩固好、发展

好中朝两党两国关系，共同书写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共

同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金正恩表示，朝方无比珍视朝中关系持续发展的良好

势头，愿与中方一道，认真落实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新

的起点上续写朝中友谊更加辉煌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夫人彭丽媛、金正恩委员长夫人李雪主

参加会见。

会见后，习近平总书记夫妇为金正恩委员长夫妇举行

午宴。

9日金正恩还参观了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亦庄分厂，实地考察了有关传统工艺及现代化中药

加工生产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以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杨洁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

书记蔡奇，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出席有关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国际部

部长李洙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统一战线部

部长金英哲，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朴泰成，中央

政治局委员、外务相李勇浩，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人民武

力相努光铁，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

长金与正等陪同金正恩访华并出席有关活动。

国内视窗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10日在全国统计

工作会议上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国家将于

2019年底实施普查年度（即2018年）地区生产总

值统一核算，2020年1月开始实施季度地区生产

总值统一核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与全国

数在总量、速度和结构上的基本衔接。

据了解，自1985年我国建立核算制度以来，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地区生产总值采取分级核

算制度，即国家统计局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各省

区市统计局核算本地区生产总值。实施地区生

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后，国家统计局将领导地区

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工作，组织各省区市统计局制

定地区生产总值核算方法、制定和规范统一核算

工作流程，进行统一核算，核算结果统一发布。

地区生产总值
将实施统一核算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

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1999年2月中共中

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对加强党对农村

工作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党在农村

的执政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随

着农村改革发展和形势任务的变

化，该条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

的要求和实践需要，党中央决定

予以修订。

通知指出，党的农村基层组

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

的基础，全面领导乡镇、村的各种

组织和各项工作。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推动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党

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大抓

农村党支部、建强战斗堡垒，取得

明显成效。当前，农村改革不断

深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动新

时代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满足农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必须把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充

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农村改革发

展稳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

证。

通知强调，《条例》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贯彻党章和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坚持问

题导向，总结基层创造的好经验

好做法，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

作作出全面规范，是新时代党的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遵

循。《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坚

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

领导，打赢脱贫攻坚战、深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提高党的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质量，巩固党在农

村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通知指出，党管农村工作是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重视并抓好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党员领

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各级党委

（党组）一定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

础的高度出发，始终坚持农村基

层党组织领导地位不动摇，特别

是县级地方党委要把加强党的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作为管党治党的

重要任务抓紧抓好，采取有力措

施，强化责任保障，推动《条例》落

到实处、见到实效。要加强学习

宣传，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和手

机、网络等媒介，通过集中学习、

专题研讨等方式，使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领会《条

例》精神，尤其要宣传到每一个农

村党支部，使其全面掌握《条例》

内容，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部署要求上来，真正贯彻落实

好《条例》。要组织开展培训，把

《条例》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党校（行政学

院）教育课程，对县、乡、村党组织

书记进行专题轮训，提高做农村

基层工作、抓农村党支部建设的

本领。要加强监督检查，及时解

决《条例》贯彻落实中的有关问

题。中央组织部要会同有关部门

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各项规定得

到贯彻执行。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

执行《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

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条例》自2018年12月28日

起施行。1999年2月13日中共中

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同时废止。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印发

社会广角

据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

理局发布的公告，东海航空一名飞

行员在飞行途中3次允许一名女

乘客进入驾驶舱，而且该乘客在后

两个航段并未购票。该女乘客是

机长的妻子。

飞行员陈某某被行政处罚

12000元，机上安保人员孙某某被

罚款800元，东海航空被行政警告

处罚。

记者看到，处罚公告显示，

2018年7月28日，飞行员陈某某

作为机长执飞DZ6286、DZ6206

（南通-郑州-兰州-北京）飞行任

务期间，先后三次同意旅客王某莲

违反进入驾驶舱的人员的限制要

求，进入飞行中的航空器驾驶舱。

并且，该机长同意未购买这两

个航段机票的旅客王某莲继续乘

机，在机上人数与舱单人数不符的

情况下，先后两次同意关闭舱门并

执行了航班任务。

该行为违反了《大型飞机公共

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

则》第121.679条的规定，依据《大

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

合格审定规则》第121.763条（C）

的规定，民航中南局对机长陈某某

行政罚款1000元，并责令其立即

改正上述违法行为。

此外，民航中南局分别给东海

航空、机上安保员也开出罚单。东

海航空被认定违反《大型飞机公共

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

则》121.545条的规定，被行政警告

处罚。

航班上的专职安保人员孙某

某，未尽到制止无关人员进入驾驶

舱的职责，被处以罚款800元的行

政处罚。 （新华）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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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是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

的。

1月7日至9日，中美双方在

北京举行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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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中美双方团队将按原计划推进磋商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

者10日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嫦娥

四号月球背面软着陆以来，由多个

国家和组织参与的科学探测任务

陆续展开。着陆器上由德国研制

的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和

巡视器上由瑞典研制的中性原子

探测仪开机测试，获取的探测数据

将通过“鹊桥”中继星陆续传回地

面，中外科学家计划共同开展相关

研究工作。

嫦娥四号任务的顺利实施凝

聚着诸多参与国的贡献。除探测

器上的德国和瑞典载荷外，中继星

上配置了荷兰低频射电探测仪；俄

罗斯合作的同位素热源将保障嫦

娥四号安全度过月夜；我国在南美

建设的阿根廷深空站参加测控任

务，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空间

局测控站也将发挥支持保障作用；

此外，哈工大环月微卫星“龙江二

号”上的沙特微型成像相机已于

2018年6月成功传回了地月合影。

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中国国家航天

局就月球与深空探测合作进行了

讨论。嫦娥四号任务发射前，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月球勘探轨道

器-LRO团队与嫦娥四号工程团

队科学家进行了密切沟通，商讨利

用美方在月球轨道运行的LRO卫

星观测嫦娥四号着陆，开展科学研

究。据悉，美方向中方提供了LRO

卫星的轨道数据，中方团队向LRO

团队提供了着陆时间和落点位置，

期待将有更多科学发现和成果。

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愿与各国航天机构、空间科学

研究机构及空间探索爱好者携手，

共同探索宇宙的奥秘。

嫦娥四号国际合作载荷开机测试
中国与多国携手探秘宇宙

东航一机长三次让妻子进入驾驶舱逃票
被停飞半年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近日，教育部办

公厅、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秘书局、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秘书行政司联合下发关于港澳

台居民在内地（大陆）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有关

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内地（大陆）学习、工作和生活

的港澳台居民申请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

定中小学教师资格的有效证件为港澳台居民居

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五年有效期台

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可申请幼

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
可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

据新华社拉萨1月10日电 记者10日从西藏

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获悉，2018年西藏

全年接待游客首次突破3000万人次，达3368.7万

人次，同比增长31.5%，为2013年以来增幅最大

的一年。“冬游西藏”政策助推西藏旅游进入发展

快车道。

西藏年接待游客
首破3000万人次

▲生肖剪纸迎新春 1月

10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恒昌店
巷小学学生展示生肖猪剪纸作
品。当日，呼和浩特市恒昌店巷
小学举行迎新春生肖剪纸主题
活动。该校剪纸社团的学生在
老师指导下，学习制作各种生肖
猪剪纸作品，感受传统生肖文
化，表达对新春的美好祝愿。

（新华）

18个省区市发生
松材线虫病疫情

2018年全国松材线虫病春
季和秋季普查数据显示，森林病
害松材线虫病疫情在18个省区市
发生，发生面积974万亩。国家林
草局将采取督办问责、严管疫木、
科学除治等手段，坚决遏制疫情快
速蔓延。这是记者从10日在合肥
召开的全国林业和草原工作会议
上了解到的。松材线虫病是入侵
我国的重大外来森林病害。松树
一旦感染松材线虫病，40天左右就
可死亡，3年至5年即可造成整片
松林死亡。近年来，该病害在我
国呈加速扩散态势，已成为造成
林业损失最严重的灾害。（新华）

北京王府井步行街
将北延344米

记者从北京市东城区两会上
获悉，王府井步行街将向北延长
300多米至灯市口大街和灯市口
西街。王府井大街是一条具有数
百年悠久历史的商业街，在北京
享有“金街”美誉。现状全长
1818米，从南至北共分为4段。
其中，长安街至东单三条段，长度
为280米；东单三条至金鱼胡同
段，长度为548米；金鱼胡同至灯
市口大街段，长度为344米；灯市
口大街至五四大街段，长度为
646米。据介绍，2019年，王府井
步行街将在现在548米的基础
上，向北延长344米，至灯市口大
街和灯市口西街，届时步行街全
长将达892米。 （新华）

湖南连发一氧化碳中毒
致6人死亡

近日，湖南省永州市先后发
生两起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共造
成6人死亡。记者了解到，这两
起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分别发生在
永州市道县和祁阳县，事发现场
分别有烤炭火和烧煤炉。当地民
警调查发现，死亡原因均符合一
氧化碳中毒特征。专家提醒，严
冬时节里，在密封环境内烤火取
暖容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要注
意开窗通风。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