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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外事工
作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5 月 15 日
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中央
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准
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开创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
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李克强，国家副主席、中央
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王岐山出
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
正参加会议。 据新华社

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务院
副总理刘鹤应邀赴美磋商

应美国政府邀请，习近平主
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
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率领中方经
贸代表团于当地时间 15 日下午
抵达华盛顿。据了解，此次中方
代表团成员来自各主要经济部
门，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
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
任宁吉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
室副主任廖岷、外交部副部长郑
泽光、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罗
文、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农业
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商务部副部
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
文等。据了解，在中方代表团抵
达前已有中方工作组于上周抵
美，与美方有关部门进行了密集
磋商。 据新华社

我国拟全面推行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

住建部日前组织起草了《建
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这表明，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将
有望在我国获得全面推行。

按照征求意见稿要求，凡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屋
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的建筑工人进入施工现场应经
过基本安全培训，并在全国建筑
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上登记。

根据征求意见稿，建筑工人
管理服务信息平台系统由全国
平台、各省市县平台、建筑企业
的实名制管理信息系统和建筑
工人个人客户端等组成，各级各
类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信息系
统应统一使用国务院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格式
和接口标准，并能在全国范围内
实现实时数据共享。 据新华社

王文涛当选黑龙江省省长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5 月 15 日选
举王文涛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省长。王文涛，汉族，1964 年 5 月
生，江苏南通人，1985 年 7 月参
加工作，1994 年 12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复旦大学哲学专业大学
毕业，工商管理硕士，副教授。第
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据新华社

杭州保姆纵火案
二审17日开庭

备受关注的杭州保姆纵火
案近日迎来新进展。浙江法院
公开网发布的开庭公告显示，
该案二审将于17日上午9点在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
开庭审理。在此前庭审中，莫焕
晶曾表示认罪。2月9日，杭州中
院一审以放火罪判处莫焕晶死
刑。随后，莫焕晶向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得知莫焕
晶上诉的消息后，被害人家属
林生斌表示坚持诉求。

据新华社

滴滴公布顺风车整改措施：
深夜暂停接单

5月16日，滴滴公布顺风车
阶段整改措施，称将备受舆论
关注的顺风车用户标签和车主
评价功能全部下线，车主每次接
单前需进行人脸识别，最大限度
杜绝私换账号的可能性。顺风车
暂停接受22点-6点期间出发的订
单。接单在22点之前但预估服务
时间超过22点的订单，在出发前
会对合乘双方进行安全提示。

据澎湃新闻

九价宫颈癌疫苗
有条件批准上市

九价人乳头瘤病毒(HPV)
疫苗日前在我国有条件批准上
市。我国接种对象为16-26岁女
性，按照0、2、6月的免疫程序接
种3剂。据介绍，九价HPV疫苗
适用于下列感染或疾病：一是
HPV6型、11型、16型、18型、31
型、33型、45型、52型、58型引起
的感染；二是上述9种HPV型别
引起的癌前病变或不典型病
变；三是HPV16型等7种亚型引
起的宫颈癌。 据《人民日报》

三亚：举报旅游市场违法
经营最高奖励20万元

从三亚市2018年从严治旅
综合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会获
悉，《三亚市旅游市场违法经营
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已正式实
施，举报三亚旅游市场违法经
营行为最高可奖励20万元。

办法明确举报违法经营线
索受理范围包括无证照经营、
雇佣无资质旅游从业人员、未
按场所批准经营范围及场所经
营、提供不合格的产品或服务、
销售商品掺杂掺假、价格违法、
强买强卖等违法旅游经营行
为。其中，情节轻微的，可视情
况给予举报人1000元奖励；被
举报人被停业整顿、吊销证照
或被依法取缔的，给予举报人
15万元奖励；被举报人涉嫌犯
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法院作
出判决生效后一次性给予举报
人20万元奖励。 据新华社

深圳核发自动驾驶道路
测试牌照

深圳市14日向腾讯公司核
发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通
知书和临时行驶车号牌，与该
号牌对应的腾讯自动驾驶汽车
可以在深圳市指定路段进行道
路测试，测试期间必须配备驾
驶员和安全员。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
管理规范（试行）》已于5月1日
起施行。 据新华社

朝鲜中止16日
北南高级别会谈

朝中社16日凌晨报道说，
鉴于韩国与美国近日开展针对
朝鲜的大规模联合军演等挑衅
与对抗行为，朝鲜不得不中止
原本预计于16日举行的北南高
级别会谈，而与韩国一同造成
当前局面的美国也应对提上日
程的朝美领导人会晤的命运三
思。报道说，韩美从11日开始在
韩国全境开展的针对朝鲜的大
规模联合军演，是对《板门店宣
言》的“赤裸裸的挑战”，是与向
好发展的朝鲜半岛形势背道而
驰的“有意的军事挑衅”。

据新华社

美国务卿称如朝鲜弃核
美将解除对朝经济制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3日表
示，如果朝鲜能够完全实现无
核化，美国将解除对其实施的
经济制裁，并允许美国私营资
本对朝投资。朝方日前宣布北
部核试验场废弃仪式预计将于
5月23日至25日间视天气情况
择机举行。对此，蓬佩奥表示，
这对于美国乃至世界而言无疑
都是好消息。蓬佩奥11日曾对
媒体表示，如果朝鲜迅速实现
无核化，美国已准备好帮助朝
鲜走向繁荣。 据新华社

俄罗斯和伊朗外长表示
将共同维护伊核协议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日
在会见到访的伊朗外长扎里夫
时说，俄罗斯将和伊朗及其他
有关各方共同维护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据俄外交部网站发
布的消息，拉夫罗夫在会谈时
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导致当
前的危机局面，俄罗斯希望和有
关各方利用现有机制，阻止破坏
伊核协议这一重要文件，防止地
区局势出现动荡，避免使国际防
扩散机制受到新的威胁。

据新华社

伊拉克议会选举萨德尔
阵营领先 美伊关系或生变

根据5月14日公布的全部
18个省的计票结果，萨德尔阵
营在伊拉克议会选举中赢得的
选票最多，这让他在确定总理
人选和国家未来发展方向方面
占据有利位置。

据报道，萨德尔激烈反对
美国的中东政策，他在选举中
意外领先，让美国是否能继续
在伊拉克驻军受到质疑。但萨
德尔的发言人说，萨德尔支持
伊拉克与美国关于培训伊安
全部队和武器采购的协议，前
提是这些协议符合伊拉克的
利益，并且“伊拉克的主权不
受干涉”。 据《参考消息》

夏威夷颁布法令禁防晒霜
美国夏威夷州即将颁布的

禁令禁止使用防晒霜，因为各
种防晒产品已经危及到那里珊
瑚礁的生存。这项新法令禁止
销售含有氧苯酮和桂皮酸盐的
防晒产品。科学家发现防晒产
品中的这些成分从人类身上被
冲洗到海水中以后会导致珊瑚
白化。

这项法案将会在2021年1
月1日正式生效。据《中国日报》

我国第二艘航母从大连造
船厂码头启航出海试验

5月13日，我国第二艘航母
从大连造船厂码头启航，赴相
关海域执行海上试验任务。主
要检测验证动力系统等设备的
可靠性和稳定性。据了解，自去
年4月26日下水以来，第二艘航
母建造工作按计划稳步推进，完
成了系统设备调试、舾装施工和
相关系泊试验，具备了出海试验
的技术条件。 据《解放军报》

俄10年内装备“波塞冬”
核动力潜航器

俄罗斯军工专家12日对媒
体说，已被命名为“波塞冬”的
俄洲际无人潜航器将于2027年
前装备俄海军。俄总统普京曾
在今年3月发表国情咨文介绍
俄新式武器时透露了关于这一
潜航器的信息。这一潜航器借
助核动力装置在深海高速航
行，可发射带有核弹头的鱼雷。
在3月发表国情咨文时，普京表
示，俄已制成数台这种无人潜
航器，其航速可超过新式鱼雷、
潜艇和某些水面舰船，且航行
噪音较低，机动性较高。其所携
武器能攻击航母舰队、海防工
事和其他海上设施。据新华社

日下一代护卫舰模型亮相
3900吨武装到牙齿

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的2018综合防务展上，日本三
菱重工集团展示了最新型的
30DX多用途导弹护卫舰模型，
作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下一代
主力舰。根据日本最新的相关
数据，该舰全长130米，舰宽16
米，标准排水量3900吨，最高航
速30节。在雷达电子设备方面，
该舰采用了先进的封闭型集成
化综合桅杆，具有结构强度高、
雷达散射截面积小、电子设备
集成性好等优点。该舰在分散
式传感器、自动损管系统、船舶
资源管理和机械控制系统等方
面都处于世界领先行列。而护
卫舰采用了模块化隔舱，能够
有效扩充更多的任务要求。

据《解放军报》

美国V280新一代旋翼机实
现高速平飞

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研制
的V-280“勇气”倾转旋翼机日
前成功完成从垂直起飞到水平
巡航飞行模式的转换，其平飞
速度达到了342公里/小时。

据称，V-280将开始挑战更
高的飞行速度，其设计最高速
度将达到504公里/小时。这种
直升机是美国军方支持的“联
合多任务验证”项目原型机，其
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研制出
一种可以替换现役直升机的新
概念直升机。据贝尔公司方面说
法，V-280原型机的旋翼运行时
间已经累计达到90小时，飞行时
间27小时。该机已经完成地面系
留试验，悬停系留试验，以及悬
停机动试飞。 据《环球时报》

最高法：依法审理红色经
典作品报酬纠纷案

最高法日前下发通知，要
求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妥善审理
好使用红色经典作品报酬纠纷
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纠纷案
件，依法保护红色经典传承和
英雄烈士合法权益。通知要求，
各级法院在侵权认定、报酬计
算和判令停止行为时，应坚持
红色经典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
司法保护的利益衡平。对因使
用红色经典作品产生的报酬纠
纷案件，不得判令红色经典作
品停止表演或者演出。在确定
红色经典作品报酬时，要与其
他商品化作品主要由市场决定
交易价格和报酬的计算方法相
区别，要综合考量红色经典作
品的类型、实际表演或者演出
情形以及演绎作品对红色经典
作品使用比例等因素，同时充
分考量创作红色经典时的特殊
时代背景，从有利于传承红色
经典和宣传英雄烈士光辉事迹
的导向作用，酌情确定合理的
报酬数额。 据中国青年网

最高检：16日起侵犯公民人
身自由权每日赔偿284 . 74元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
检察厅16日下发通知，要求各
级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部门
在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
的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
日赔偿标准284 . 74元，该标准较
上年度增加25 . 85元。国家赔偿
法第3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
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
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国家统计局5月15日公布，2017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为74318元。根据
上述法律规定、统计数据，以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
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公
式，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国
家赔偿案件，最高检刑事申诉
检察厅确定了新的日赔偿标准
为284 . 74元。 据新华社

我自主研发治疗非小细胞
肺癌新药获批上市

我国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盐
酸安罗替尼胶囊（福可维）近日
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准上
市，用于治疗晚期或转移性非
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约
占所有肺癌病例类型的80%至
85%％。盐酸安罗替尼是在已上
市同类药物索拉非尼基础上改
构而成，通过抑制肿瘤新生血
管生成和生长增殖信号通路发
挥抗肿瘤作用。 据新华社

世界首台全自动化干细胞
诱导培养设备通过验收

5月15日，中科院广州生物
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全自动干细
胞诱导培养设备研制项目团队
研制的全自动干细胞诱导培养
设备顺利通过验收，这是世界
上首台全自动、大规模、规范化
诱导及扩增的干细胞诱导生产
系统。该设备将实现全自动化、
规模化、智能化的诱导干细胞
制备，对再生医学及其相关的
细胞治疗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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