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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党
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
正恩于3月25日至28日对我国
进行非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习
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金正恩举
行会谈。习近平总书记和夫人
彭丽媛为金正恩委员长和夫人
李雪主举行欢迎宴会并共同观
看文艺演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
沪宁，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分别
参加有关活动。 据新华社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将再入大气层

我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
一号将再入大气层烧毁。预计
天宫一号再入大气层的时间在
2018年3月31日至4月4日之间。

天宫一号于2011年9月29日
发射升空，先后与神舟八号、九
号、十号飞船进行6次交会对
接，完成了各项既定任务，为中
国载人航天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献。2016年3月16日，天宫一号正
式终止数据服务，全面完成了
历史使命，进入轨道衰减期。

据新华社

教育部发文治理校外培训：
该停业的必须停业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
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通
过社区走访调研、中小学生和家
长问卷调查、培训机构申报等多
种途径，立即对辖区内校外培
训机构进行全面摸排，分门别
类逐一建立工作台账，严格审
核分析，区别不同情况，逐一进
行整改落实，该办理证照的依
法依规办理，该停业的必须停
业，该吊销证照的坚决吊销证
照，摸排情况和整改落实结果
要向社会公开。通知还要求，要
积极协调争取同级教育纪检监
察部门参与专项治理。

据中国新闻网

我国人工林保存面积
世界第一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彭有冬
在26日举行的亚太地区森林恢
复国际会议暨亚太森林组织10
周年回顾活动开幕式上透露，
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
成 立 初 期 的 8 . 6 % 提 高 到
21 . 66%，森林面积达到2 . 08亿公
顷，人工林保存面积达6933万
公顷，居世界首位。

彭有冬介绍，中国政府一
直高度重视森林恢复，经过多
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森林恢复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
还将继续推进森林恢复和可持
续发展，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加快构建以林草植被
为主体的生态安全体系。

据《人民日报》

汉语正式成为荷兰中学
毕业考试外语选考科目

荷兰教育国际化组织近日
宣布，本学年汉语已正式成为
荷兰中学毕业考试的外语选考
科目，未来数周将有170名中学
生在毕业考试中选考汉语。预
计未来几年，荷兰提供这一选
项的中学和选修汉语的中学生
人数将显著增加。

除必修荷兰语和英语，荷
兰中学生必须学习第三语言，
有条件的学生还可选修第四语
言。此前已被荷兰教育部列入
中学毕业考试科目的语言包括
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意
大利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
弗里斯兰语。目前，法语和德语
是荷兰中学生选学最多的第三
语言。 据新华社

温敏当选缅甸总统

缅甸联邦议会3月28日举
行总统选举，全国民主联盟元
老温敏(前译吴温敏)凭借高票
当选总统。经投票表决，人民院
(下院)议员团推举的温敏获得
403票，得票数最高。军方议员
团推举的敏瑞居次，民族院(上
院)推举的亨利班提育列第三。
联邦议长曼温凯丹宣布，温敏
当选缅甸联邦总统，敏瑞为第
一副总统，亨利班提育为第二
副总统。

据新华社

俄罗斯商场大火
致至少64人死亡

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南部城
市克麦罗沃一家购物中心25日
起火，过火面积大约1500平方
米，其于2013年开业，内设电影
院、宠物区、儿童中心、餐馆和
商店等。大火造成至少64人丧
生，包括不少未成年人。媒体推
断，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警方
已拘留5名嫌疑人，其中一人是
保安，涉嫌关闭火警告示系统
或没有打开这一系统。

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赴购
物中心火灾现场悼念死难者，
指认“疏忽大意”是重大伤亡的
主要诱因。 据新华社

华尔街奖金
回升至危机前水平

美国纽约州审计长近日发
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华尔街
2017年平均奖金金额增加17%，
恢复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报告显示，华尔街平均奖
金去年增加至大约1 8 . 4万美
元。华尔街奖金池总额为314亿
美元。2006年和2007年华尔街奖
金水平最高时，奖金池金额达
到330亿美元至340亿美元。报告
说，华尔街奖金增加可能因为
受到美国税改提振。相关税务
调整促使金融机构上调奖金水
平。另外，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
机构的经纪业务利润去年增加
42%至245亿美元。这一指标通
常用来衡量证券行业景气度。

据新华社

全国首个无人机航空运营
许可证颁发

3月27日，无人机航空运营
许可证颁证会在江西上饶召
开，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向江
西丰羽顺途科技有限公司颁发
无人机航空运营（试点）许可
证。这是国内颁发的首张无人
机航空运营许可证，意味着顺
丰物流无人机可在指定的授权
空域内，进行商业化运营。国内
首张无人机航空运营许可证的
发放，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无
人机运输的新阶段。这既是无
人机拓展应用领域的一次创
新，也是传统航空货运与无人
机新业态的一种融合。

据《人民日报》

上海首条无人驾驶轨交线
31日试运营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近日宣
布，上海首条无人驾驶APM（乘
客自动运输系统）浦江线将于3
月31日通车试运营。APM浦江线
全长约6 . 7公里，全线共设6座车
站，均为高架站，主要服务于上
海浦江镇居民，缓解“最后一公
里”出行难问题。浦江线在线路
走向上较为灵活，站间距短、线
路转弯半径小；在轨道交通选型
上，采用中运量、胶轮转向轨制
式，可谓“小身材”更灵便。

据介绍，APM浦江线采用
目前国际领先的全自动无人驾
驶系统运行，由列车自动控制
系统和监视系统运行车辆并保
证安全，全车不配备司机和跟
车人员，车辆有超大的景观车
窗，沿途的美景可一览无余。

据新华社

京沪高铁
再增8对“复兴号”

据悉，按照铁路总公司统
一部署，铁路部门将从4月10日
施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此次调
图后，京沪高铁将再次提速，单
程仅需4小时18分，比此前最快
的4小时24分钟的G7次列车还
能节省6分钟的时间。同时，北
京地区运行的复兴号数量也将
扩容，其中京沪高铁新增8对复
兴号列车，京津城际中复兴号
列车占比将达八成。

据《新京报》

“蓝月亮”天象31日登场
下次再见要到2020年

继1月31日之后，今年第二
次“蓝月亮”天象将在本月31日
现身天宇。届时如果天气晴好，
感兴趣的公众可再次目睹到

“蓝月亮”风采。
所谓“蓝月亮”并不是指人

们用肉眼可以看到蓝色调的月
亮，而是指天文历法中的一种特
殊现象。通常情况下，一个公历
月里只有一次满月，但有时也会
例外。因为两次满月间大约相
隔29 . 53天，而公历历法中每个
大月 3 1天、小月 3 0天（ 2月例
外），因此一个公历月可能出现
两次满月。当一个月出现两次月
圆之夜时，第二个满月就被赋予
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

“蓝月亮”。“蓝月亮”并不是十分
罕见的天象，平均每2 . 4年就会
出现一次。下一次“蓝月亮”天文
现象将出现在2020年10月。

据新华社

吕梁原副市长张中生受贿
10 . 4亿 一审被判死刑

3月28日，山西省临汾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山西省吕梁
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张中生受
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
公开宣判，对被告人张中生以
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
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审理查明，1997年至2013
年，被告人张中生索取、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
10 . 4亿余元。在十八起受贿犯罪
事实中，有两起受贿犯罪数额
均在人民币2亿元以上，还主动
向他人索取贿赂人民币8868万
余元。 据新华社

《快递暂行条例》
5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
署国务院令，公布《快递暂行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8
年5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
一部专门针对快递业的行政法
规。《条例》完善了快递服务规
则，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包括明确快件
收寄规则、投递规则；细化无法
投递、无法退回快件的处理规
则和快件损失赔偿规则；专门
规定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对于出售、泄露或者非法提供
快递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户信
息等违法行为，规定了严格的
法律责任。 据新华社

西安启用人脸识别系统
治理违规行人和非机动车

3月26日，在西安市北大街
西华门十字路边，一名违规的
非机动车驾驶人在接受处罚和
教育。陕西西安交警近期加大
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等违
法违规行为的整治力度，在市
区内启用10处行人闯红灯人脸
识别系统，对违规行人和非机
动车进行实时抓拍，并由交警
进行现场处罚及教育，引导行
人和非机动车遵守交规。

据新华社

上海携程亲子园
8名员工被公诉

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一度
引发社会关注。3月26日，上海
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
嫌虐待被看护人罪对携程亲子
园工作人员郑某等8名被告人
提起公诉。

其中，虐待被监护、看护人
罪是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

《刑法修正案九》的新增罪名。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后增加规
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
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
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
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据《新京报》

工信部将制定
无人驾驶汽车标准

无人驾驶汽车是汽车与信
息、通信等产业跨界融合的重
要载体和典型应用，也是全球
创新热点和未来产业发展制高
点。为争取这个制高点，工业和
信息化部将启动行业标准的制
定工作。工信部 2 7日公布了

《2018年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
工作要点》。《要点》提出，尽快
启动汽车网联标准的研究与制
定。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通信需
求相关标准预研，启动自动驾
驶高精地图需求及道路设施需
求研究。 据《上海证券报》

沃尔玛暂停使用支付宝
专家：有损公平交易

沃尔玛在华西区的门店暂
时停止接受支付宝支付。对此，
沃尔玛方面回应称，“这是一种
商业决定”。对此，有专家指出，
这种行为有损公平交易。假如
类似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都
基于自身利益来实施某种交易
条件的限制，必然造成市场经
济不能真正自由交易，最终损
害消费者福利。不过在业内人
士看来，沃尔玛“站队”腾讯系，
从竞合关系来看非常正常，不
只是沃尔玛，单车、打车等线下
高频的支付场景，都是阿里系
和腾讯系争夺的制高点。

据《北京青年报》

中国空军多型战机
远洋训练战巡南海

中国空军近日出动轰-
6K、苏-30等多型多架战机飞越
宫古海峡，成体系前出西太平
洋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同时
组织轰-6K、苏-35等多型多架
战机飞赴南海，实施联合战斗
巡航。这是空军履行新时代使
命任务、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
的务实行动。

战巡南海的空军战机中，
具备制空作战和对地、海面目
标精确打击能力的苏-35战机
不断亮剑。苏-35战机开展实战
化军事训练，有助于增强空军
远程远海作战能力。

据新华社

英军方新技术
大幅降低钛生产成本

英国国防部近日表示，一
种新工艺可大幅降低金属钛的
生产成本，推进其在国防等领
域的广泛应用。

钛具有强度高、重量轻、耐
腐蚀等特点，常用在潜艇、战斗
机等尖端国防装备上。不过，生
产工艺复杂、成本居高不下限
制了这种稀有金属的广泛使
用。为此，防务科技实验所与英
国设菲尔德大学合作，开发出
一种突破性的钛生产工艺，只
需两步就能将钛粉末制成零部
件，且这些零部件与锻造产品
的机械性能相当。新工艺可摆
脱先前40道工序的制钛方法，
大大节省时间和成本。防务科
技实验所首席材料科学家马
修·伦特说，这一创新能把钛零
部件的生产成本降低50%，使其
更好地应用在潜艇、装甲车等
军用装备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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