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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
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

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27日
和4月28日在武汉东湖宾馆同
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非正式会
晤。两国领导人在轻松友好的
气氛中就中印关系及共同关心
的重大国际问题全面深入交换
意见。

习近平指出，中印关系要
稳定、要发展，基础是互信。要
从战略上把握中印关系，不断
增进彼此了解和信任，推动两
国各界和两国人民加深相互理
解、培育友好感情。

据新华社

李克强将正式访问
印度尼西亚、日本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5月1
日宣布，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总统佐科·维多多、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将于6日至11日对印度尼西
亚进行正式访问，赴日本出席
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对
日本进行正式访问。

据新华社

中国和多米尼加
建立外交关系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5月1日上午在北京与多米尼加
外长巴尔加斯签署《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
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自
公报签署之日起，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相互承
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承认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此，多
米尼加共和国政府即日断绝同
台湾的“外交关系”。中多建交
公报在北京签署前，多米尼加
发布总统公告，宣布承认一个
中国原则，与台湾地区断绝所
谓“外交关系”。

综合新华社

国家卫健委：
更多抗癌药将纳入医保

近年来，分子靶向药物等
疗效确切的抗癌药品陆续上
市，但部分抗癌药价格较高，患
者费用负担偏重，降低抗癌药
价格成为当务之急。

近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
曾益新在发布会上指出，为减
轻癌症患者药费负担，在5月1
日实行进口药品零关税后，对
已纳入医保的抗癌药实施政府
集中谈价和采购，对未纳入医
保的抗癌药实行医保准入谈
判。此前，财政部、海关总署、国
家药监局等四部门联合发文，
明确自5月1日起进口抗癌药将
实行零关税、增值税降至3%等
措施。

据《新京报》

九价预防宫颈癌疫苗
有条件批准上市

据悉，为加快新药进口注
册进程，满足公众用药需求，近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有条件
批准用于预防宫颈癌的九价人
乳头状瘤病毒疫苗（以下简称
HPV疫苗）上市。我国批准的九
价HPV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的
女性，用于预防HPV引起的宫
颈癌等病变。

据介绍，目前全球上市的
HPV疫苗有二价、四价、九价三
种，“价”代表了疫苗可预防的
病毒种类。二价疫苗，可以预防
由HPV16和HPV18型病毒感
染。四价疫苗可以预防6、11、
16、18型HPV感染。九价疫苗是
针对HPV6、11、16、18、31、33、
45、52、58九种亚型，国际研究数
据显示，九价疫苗能预防90%的
宫颈癌。 据《人民日报》

高铁上吸烟者
180天内限制乘车

近日，两部与市民出行相
关的新规———《关于在一定期
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
乘坐火车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在一定期
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
乘坐民用航空器 推动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开始实施，
对火车逃票、违规吸烟、机场闹
事等交通出行失信行为的处罚
加码。根据新规，在动车组列车
或其他列车的禁烟区域内吸
烟，将被处以180天内禁止乘坐
火车，而在机场、飞机上的“闹
事者”也将被给予一年内禁止
乘坐飞机的处罚。据《新京报》

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
将“退市”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公告称，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
民银行决定自2018年5月1日起
停止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
元、10元、5元、2元、1元、2角纸币
和1角硬币（简称第四套人民币
部分券别）在市场上流通。央行
公告称，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
别的集中兑换期为2018年5月1
日至2019年4月30日。在此期间，
其持有者可到各银行业金融机
构营业网点办理兑换。集中兑
换期结束后，第四套人民币部
分券别持有者可到中国人民银
行分支机构选定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办理兑换。 据新华网

“新司考”
报考专业门槛提高

2017年被称为司法考试
“末年”，从今年起，司法考试制
度调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制度，报考条件一直是
社会关注的热点。近日，《国家
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
法》公布，此次正式发布的《办
法》对于报名条件的规定，与此
前的征求意见稿相同。即报考
者需具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法学类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及
以上学位；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
并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
以上学位；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
获得相应学位且从事法律工作
满三年。 据《新京报》

亚投行“朋友圈”好友
增至86个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
日在北京宣布其理事会已批准
2个意向成员加入，成员总数增
至86个。这一轮包括域内成员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域外成员肯
尼亚。据了解，这2个意向成员
加入获批后，还需走完国内法
定程序并将首笔资本金缴存银
行后，才能成为正式成员。这些
意向成员的股份将从亚投行尚
未分配的预留股份中获得。

从2016年１月亚投行成立时
有57个成员签署亚投行协议加
入至今，亚投行已于2017年3月、
5月、6月、12月批准了27个意向
成员加入。亚投行表示，今后继
续欢迎新的成员加入。

据新华社

A股十大“亏损王”出炉
乐视网亏138亿居首

2017年报季收官，A股十大
“亏损王”新鲜出炉，十家公司
2017年共亏损562 . 49亿元。其中
乐视网亏损138 . 78亿元，*ST油
服亏损105 . 8亿元，ST保千里亏
损77 . 32亿元，*ST宜化亏损50 . 9
亿元，盐湖股份亏损41 . 59亿元，
坚瑞沃能亏损36 . 84亿元，ST龙
力亏损34 . 83亿元，*ST大唐亏
损26 . 5亿元，中弘股份亏损25亿
元，*ST信通亏损24 . 79亿元。与
往年钢铁、航运等周期股成为亏
损大户不同，2017年占据榜首的
多家公司都是近几年大热的传
媒、新能源汽车、锂电池、通信等
行业公司。 据《中国证券报》

新一代中远程弹道导弹
正式加入战斗序列

近日，火箭军在某导弹旅
组织新型号导弹武器装备授装
接装仪式。这次整建制装备该
导弹旅的武器系统，是我国自
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新一代中远程弹道导弹。
它核常兼备，可实施快速核反
击，能对陆上重要目标和海上
大中型舰船实施常规中远程精
确打击，是我军战略威慑和打
击力量体系中的新型利器，是
作战部队“杀手锏”武器中的骨
干力量。它的正式列装，标志着
火箭军战略能力又有了新的提
升、发挥“三个战略作用”又有
了新的战略选项。据央视新闻

美国推动F-35战斗机
全球化部署

近日，韩国购买的第一架F
-35战斗机在美国德州沃斯堡
成功首飞。近年来，F-35战斗机
在入役美军的同时，也在不断
拓展国际市场，努力实现全球
化部署。美国的军售从来不是
武器买卖那么简单，F-35战斗
机的全球化部署，不仅是军事
装备与技术的布局，更是政治
与军事的战略布局。

美国推动F-35战斗机全球
化部署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
一是美军自己装备F-35战斗机
的显性部署；二是盟友装备F-
35战斗机的隐形部署。从当前
的态势来看，亚太地区是最重
要的部署区域。

据《中国青年报》

未来高铁时速
或超1000公里

如今，中国的高铁已经跑
在了世界的最前面。下一代革
命性的技术研发，中国科学家
也没有丝毫松懈，西南交通大
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博
士副教授邓自刚团队，搭建了
全球第一个真空管道超高速磁
悬浮列车环形实验线平台。载
重1吨时，列车能稳定地悬浮地
面20毫米以上，以每小时50公
里的速度行驶。这项技术可将
列车理论时速提高到1000公里
以上。 据央视新闻

一些常见鸟类
也面临灭绝威胁

国际鸟类联盟日前发布报
告称，在全世界已知的约1 . 1万
种鸟类中，40％的鸟类数量正
在减少，平均每8种鸟类中就有
一种面临灭绝威胁，其中不乏
常见种群。这份最新报告指出，
在数量锐减的鸟类中，不仅有
珍稀品种，更包括不少常见种
群。例如，在欧亚大陆分布范围
极广的欧斑鸠，近20年来数量已
减少25％。大西洋海雀、非洲灰
鹦鹉、北极地区的雪鸮等人们熟
悉的鸟类数量也在不断下降。

报告认为，集约型农业成
为威胁全球鸟类生存的最主要
因素，对1091种濒危鸟类造成
了影响。耕地扩张导致鸟类栖
息地减少，各种化学制剂的使
用污染了鸟类生存环境。

据新华社

水稻基因研究成果发布
设计水稻不再是梦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牵头，联合国际水稻
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农
业基因组研究所、美国亚利桑
那大学等16家单位共同完成的

“3010份亚洲栽培稻基因组研
究”成果近日发布。这是国内外
水稻研究专家大协作的重大成
果，体现了中国农业科学在水
稻基因组研究方面居于世界领
先位置，扩大了我国水稻功能
基因组研究的国际领先优势。

专家介绍，“3010份亚洲栽
培稻基因组研究”这一重大科技
成果将推动水稻规模化基因发
掘和水稻复杂性状分子改良，提
升全球水稻基因组研究和分子
育种水平，加快优质、广适、绿
色、高产水稻新品种培育。

据《经济日报》

我国在南海启动
大深度潜水器联合科考

据悉，“海洋六号”科考船
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
研究所“探索一号”科考船于4
月28日至4月30日展开联合科学
考察活动，其间两船分别搭载
的4500米级深海作业型潜水器

“海马”号遥控潜水器和“深海
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对南海珠
江口盆地西部海域“海马冷泉”
区进行联合科学考察。

本次联合科学考察是我国
首次实施的两类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国产化大深度潜水器的
联合深潜科学考察活动，为国
产深海技术装备的业务化协同
作业发挥了先行示范作用。

据《人民日报》

平壤首尔5日起统一时间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

员会4月30日发布政令，为统一
北南双方的时间，5月5日起把
平壤时间改为以东经135度为
基准的东9区时间，将比现在的
时间早30分钟。韩方4月30日也
着手互动。韩国国防部宣布，5
月1日开始，撤除朝鲜半岛军事
分界线韩方一侧对朝宣传战扩
音器，作为落实《板门店宣言》
的行动之一。首脑会前，韩方已
经在分界线停止对朝广播宣
传，朝方采取了相同行动。韩国
国防部发言人崔贤洙在新闻发
布会上说，撤除扩音器“是建立
军事互信的第一步”。

据新华社

菲律宾“永久”禁止
赴科威特务工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近日
说，有关菲律宾人不得赴科威
特务工的“临时禁令”如今改为

“永久禁令”。
今年2月，科威特首都科威

特城一处住宅的冷柜内发现一
具遗体。死者是这户人家所雇
的一名菲籍女佣，尸检显示她
曾遭毒打。杜特尔特2月晚些时
候签发命令，临时禁止菲律宾
人赴科威特务工。过去两个月
来，菲律宾与科威特两国政府
就此事展开谈判，不少人原本
预期这项临时禁令有望解除。
然而，双方本月闹出新纠纷，以
致科威特政府4月25日宣布驱
逐菲律宾大使、召回驻菲大使，
紧张气氛加剧。 据新华社

沙特石油巨头任命女高管

全球最大石油企业之一沙
特阿美公司近日公布了新的管
理层名单。颇受外界瞩目的是名
单中出现一名女性。按照路透社
说法，沙特石油行业先前几乎从
未有女性能够跻身高管职位，这
一进展堪称“一个里程碑”。

这名女性是琳恩·莱弗蒂·
埃尔森汉斯，美国人，2008年被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最
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她曾在
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供职超过28
年，后来担任美国太阳石油公
司首席执行官。 据新华网

美国将延长对欧盟等的
钢铝关税豁免期限

美国白宫近日发布总统公
告说，美国将延长对欧盟、加拿
大、墨西哥、阿根廷、澳大利亚、巴
西等经济体的钢铝关税豁免期
限，为相关谈判继续争取时间。

由于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危
害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对进口
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２５％和
１０％的关税，关税措施于３月２３
日正式生效。白宫３月２２日同意
暂时豁免对欧盟、阿根廷、澳大
利亚、巴西、加拿大、墨西哥、韩
国等经济体的钢铝关税直到５月
１日，以便与这些经济体协商应
对全球钢铝产能过剩的方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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