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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金正恩
在大连会晤

5 月 7 日至 8 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
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
长金正恩在大连举行会晤。

习近平指出，委员长同志在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深刻复杂演
变的关键时刻，时隔 40 多天再
次专程来华同我举行会晤，体现
了委员长同志和朝党中央对中
朝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对
两党两国战略沟通的高度重视，
我予以高度评价。我同委员长同
志首次会晤以来，中朝关系和朝
鲜半岛形势均取得积极进展，我
对此感到高兴，愿同委员长同志
再次举行会晤，共同为推动中朝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实现朝鲜半
岛长治久安、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繁荣作出努力。 据新华社

李克强出席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访日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抵
达东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
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
5 月 9 日，李克强在出席中日韩
领导人会议时表示，中日韩的发
展都得益于自由贸易，也都主张
自由贸易。在当前形势下，中日
韩更应坚定地站在一起，维护以
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自由贸易体
系，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
边主义做法。要提升区域经济一
体化水平，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
判进程，推动早日达成“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引领推动制定东亚经济共同体
蓝图。 据新华社

孙政才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
被判无期徒刑

近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对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原委
员、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受贿
案一审公开宣判，对被告人孙政
才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对孙政才受贿所得财物
及孳息予以追缴。经审理查明：
2002 年至 2017 年，被告人孙政才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
和个人在工程中标、项目审批、企
业经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方面提
供帮助，单独或者伙同特定关系
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
人民币 1 . 7亿余元。 据新华社

我国严禁借高铁站建设名义
盲目搞城市扩张

我国于近日出台意见推进
高铁车站周边区域合理开发建
设。意见强调，要合理把握开发
建设时序，严禁借高铁车站周边
开发建设名义盲目搞城市扩张。
大城市初期应重点开发新建高
铁车站周边2公里以内区域，可
适当控制预留远期发展空间，避
免摊子铺得过大、粗放低效发
展。中小城市不宜过高预估高铁
带动作用，避免照搬照抄大城市
开发经验，硬造特色、盲目造城。

据新华社

机票退改签规范进展：
多平台要求标准与航企一致

近期“机票退改签乱收费”
问题引发大众高度关注，在民
航局责令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后，多家互联网机票销售平台 7
日对外发声，明确执行与航空
公司一致的退改签政策，并表
示对平台上的产品及供应商产
品进行更严格监管。据悉，多家
违规供应商目前已经被多个平
台下线。 据中国新闻网

河北武安“爱心妈妈”
涉嫌敲诈勒索等被拘

近日，河北省武安市委宣
传部发布消息：当地收养孤儿
的“爱心妈妈”李利娟因涉嫌扰
乱社会秩序、敲诈勒索等违法
犯罪，武安市公安局依法对其
实施刑事拘留，目前，李利娟的
爱心福利村已被相关部门取缔。
经初步调查，李利娟多次利用手
中的残疾孤儿和弃婴敛财，其名
下有多处房产、数辆豪车，存款
2000多万元、美金2万元。

据人民网

网售滞销水果悲情牌套路：
“滞销大爷”被滥用

近日，山西临猗县政府发
布的一则针对“临猗苹果滞销”
不当营销方式的声明引发关
注。声明中称，多个电商发布

“临猗苹果滞销”的营销策划，
利用打“悲情牌”营销临猗苹
果，给当地果业品牌形象造成
了严重影响，并且营销内容有
诸多夸大失实之处。

在公众号和电商平台中，
仍有商家以滞销作为营销宣传
方法来售卖苹果。而除了临猗
苹果外，还有多个商家以“鲜笋
滞销”、“菠萝滞销”等为由头售
卖商品，采用的都是同一名老
人的照片作为宣传图。对此，电
商客服表示商家或涉嫌侵犯肖
像权，平台也会对商家销售行
为进行监督。

据《北京青年报》

越野车穿越罗布泊无人区
管理局回应：涉嫌违法

罗布泊有著名的丝绸之路
古道，还有神秘的楼兰古国遗
迹，是无数越野爱好者想要征服
之地。近日，一队四川越野爱好
者组织的 10 台越野车挺进罗布
泊，经过 4 天 4 夜、长达 1100 公
里的艰辛历程，一行人最终安全
穿越了罗布泊无人区。然而，这
一“壮举”并不值得表扬———
2017 年以来，新疆罗布泊野骆
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曾
多次发出通告：严禁一切社会
团体、单位或个人进入保护区
开展旅游、探险活动，一经发现
将依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
将追究刑事责任。尽管此队越
野爱好者一行安全穿越，但该
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明确表
示：“他们的行为涉嫌违法。”

据《华西都市报》

军事

科技

茅台集团换帅
李保芳接任董事长

5 月 6 日晚间，茅台集团对
外披露：茅台集团党委书记李
保芳将出任茅台集团董事长，
袁仁国不再担任茅台集团董事
长职务。这样一来，李保芳身兼
五职，担任茅台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经理，贵州茅台酒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代
行），这也标志着茅台正式进入

“李保芳时代”。换帅消息公布
的首个交易日，贵州茅台股价
大涨，市值增加逾 443 亿元。

针对此次茅台集团进行换
帅，茅台集团原董事长袁仁国
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
的确将辞任茅台集团董事长的
职务，主要是因为年龄的原因。

据新华网

马化腾、张一鸣
因短视频在朋友圈互怼

5 月 8 日上午，流传出一个
朋友圈截图，字节跳动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张一鸣发朋友
圈，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
腾留言“互怼”。截图显示，5 月
7 日晚间，张一鸣在朋友圈发文
庆祝称，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
苹果商店取得全球下载第一。
在该条朋友圈下，他说：“微信
借口封杀，微视的抄袭搬运挡
不住抖音的步伐”。马化腾则在
留言下回复称，“可以理解为诽
谤”。面对马化腾直接“开怼”，
张一鸣回复：“前者不适合讨论
了，后者一直在公证，我没想有
口水战，刚刚没忍住发了个牢
骚，被我们 pr 批评了。材料我
单独发给你。”马化腾则回复
称：“要公证你们的太多了。”

如今短视频市场竞争激
烈，分析认为，短视频行业终将
是巨头的生意，名次变化则取
决于各家如何做产品运营。

据《新京报》

阿里巴巴全资收购
巴基斯坦电商平台

近日，巴基斯坦知名电商
公司 Daraz 宣布被阿里巴巴集
团全资收购，标志着中巴两国
跨境电商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据了解，该公司于 2 0 1 2 年成
立，现已发展成为巴基斯坦国
内最受欢迎的网上购物平台，
并在孟加拉国、缅甸、斯里兰卡
和尼泊尔开展业务。

据人民网

企业工资指导线密集调整
平均涨幅将超过 7%

根据各地人社部门信息，
目前辽宁、江西、广西、上海等 8
省市已经上调了 2018 年最低
工资标准。其中，上海、北京、天
津、深圳以及浙江省一类行政
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超过
了 2000 元。四川等地也相继调
整企业工资指导线。尽管相对
2017 年有所下调，但均线仍保
持在 7% 以上。有地方人社部门
相关负责人表示，工资指导线
制度的重点在于引导企业建立
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只要
三条指导线——— 基准线、下线、
上线都不是负数，就意味着政
府指导的职工工资增幅都是呈
上涨趋势的。

据《经济日报》

中国空军运-20 飞机
首次开展空降空投训练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
科近日发布消息，中国自主发
展的运-20大型运输机近日首
次与空降兵部队联合开展空降
空投训练，这是中国空军战略
投送能力、远程空降作战能力
建设的又一次跃升。据介绍，运
-20飞机2016年7月列装空军部
队后，2017年7月参加庆祝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
着眼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运-
20飞机实战实训全面展开，转
战高原机场远程投送，空降空
投训练扎实推进。

据新华社

美军新一代“空中油库”
即将亮相

美空军首架 KC-46A 加油
机定于今年年内交付，历时十
几年的美空军 KC-X 项目终于

“结出硕果”。KC-46A 由美国
波音公司负责研发，采用商用
飞机 767-2C 的宽体飞机布局，
编配 2 名飞行员和 1 名加油机
系统操作员。KC- 4 6A 机长
50 . 5 米，翼展 47 . 6 米，空重 82
吨，最大起飞质量 188 吨，载油
量 96 吨，最大航程 1 . 22 万千
米，比现有的 KC-135 增加了
4000 多千米。

空中加油机，号称现代空
军的“力量倍增器”，在提高空
军远程作战能力方面起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可以说空中加油
能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
一支空军远程作战能力的强
弱，因此成为各国空军竞相发
展的主战装备之一。

据《中国国防报》

高分五号卫星发射成功
可探大气污染物

近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高分五号卫星。高分
五号卫星是世界首颗实现对大
气和陆地综合观测的全谱段高
光谱卫星，也是我国高分专项
中一颗重要的科研卫星。它填
补了国产卫星无法有效探测区
域大气污染气体的空白，可满
足环境综合监测等方面的迫切
需求，是我国实现高光谱分辨
率对地观测能力的重要标志。

据新华社

欧洲批准基因编辑技术
治疗地中海贫血

欧洲日前首次批准利用基
因编辑技术试验治疗β型地中
海贫血，这种遗传性血液疾病
也因此成为欧洲第一种利用基
因编辑技术治疗的人类疾病。
研究人员将提取患者的一些干
细胞，在实验室对干细胞的基
因突变区域进行修复，被编辑
过的干细胞随后被移植回患者
体内，帮助患者产生健康的血
红蛋白。 据新华社

陷作弊软件丑闻
新款奥迪 A6 停产

据悉，大众汽车集团奥迪
公司新款 A6 车型安装了导致
更多污染气体排放的软件，已
经暂时停止生产。德国交通部
证实，他们正在调查涉嫌装有

“非法作弊软件”的大约 6 万辆
奥迪 A6、A7 汽车，其中约 3 . 3
万辆在德国国内。

这些问题汽车会在使用期
限的最后 2400 公里自动减少
AdBlue 用量，免去车主为填充
AdBlue 的麻烦和开销。AdBlue
是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即
车用尿素，用途是将氮氧化物
气体中和为无污染的氮气和水
蒸气。减少这一液体的用量意
味着汽车将排放更多污染空气
的尾气。报道说，这款车的生产
已暂停，至少在德国很可能被
召回。 据新华社

多国部队联合行动
尼日利亚逾千名人质获救

尼日利亚军方表示，尼日
利亚部队与喀麦隆、乍得、尼日
尔、贝宁多国部队联手采取这轮
营救行动，在东北部地区从“博
科圣地”手中成功救出 1000 多
人。获救人质来自博尔诺州巴马
地区的马拉姆卡里、阿姆恰卡、
瓦拉萨、古拉 4 座村庄。不过，军
方没有提及营救行动的具体开
始日期以及持续多久。

“博科圣地”长期盘踞在尼
日利亚北部，频繁发动自杀爆
炸袭击、绑架女学生、武装劫掠
等，暴力触手延伸至喀麦隆、尼
日尔等邻国，促使这些邻国组
建一支多国部队，共同打击这
一极端组织。 据新华社

巴勒斯坦决定重启
东耶路撒冷市政府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
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艾哈迈
德·马吉达拉尼说，巴领导层决
定重新启用 1967 年被以色列解
散的东耶路撒冷市政府，作为
对美国将其驻以使馆从特拉维
夫迁往耶路撒冷的回应。马吉
达拉尼表示，此举旨在强调，东
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
都，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在其所
有被占领土上行使主权。不过，
他未透露东耶路撒冷市政府重
启的时间。 据新华社

连续 37 年减少
日本儿童人口再创新低

日本近日发布儿童人口数
量推算报告，显示 15 岁以下人
口数量连续 37 年减少，再创新
低。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4 月 1
日，日本有大约 1553 万名 15 岁
以下儿童，较去年同期减少 17
万。其中，男孩大约 795 万，女
孩约 758 万。儿童人口占全国
总人口比例为 12 . 3%，较去年
减少 0 . 1 个百分点，连续 44 年
下降。而且，在全球人口超过
4000 万的国家中，日本儿童人
口比例最低。

日本“少子化”现象严重，
虽然政府推出不少鼓励生育政
策，生育率仍没有大幅改善。晚
婚、不婚进一步加剧“少子化”
严峻程度，日本政府不得不推
出“结婚支援”政策，为单身人
士牵线搭桥。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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