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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月 7日电 （记
者李忠发） 国家主席习近平 7日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
治局委员、外相李勇浩。

习近平请李勇浩转达对金正恩
委员长的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
今年金正恩委员长三次访问中国，
我同他就深化中朝友好合作、促进
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等重大问题全面
深入交换意见，很高兴看到双方达
成的各项重要共识得到有效落实。

习近平强调，明年我们将迎来
中朝建交 70周年。中国党和政府高
度重视中朝关系，这是我们坚定不
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已经开启
了新的篇章。双方要以明年办好中
朝建交 70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推
动双边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中
方支持朝鲜人民在金正恩委员长领
导下，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祝愿朝鲜的各项事业越办越好。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朝鲜

半岛形势发生积极变化，半岛问题
重回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希望朝
美双方相向而行，照顾彼此合理关
切，使半岛和谈进程不断取得积极
进展。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北南双
方改善关系，推进和解合作。两国
外交部门要继续加强沟通，为发展
中朝关系、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
进程共同作出努力。

李勇浩首先转达金正恩委员长
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李勇浩表示，金正恩委员长今年三
次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深入会
谈，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在新
时期把两国传统友好关系提升到新
水平指明了方向。朝方愿同中方一
道，举办好明年朝中建交 70 周年
庆祝活动，巩固传统友谊，加强双
边合作。朝方继续致力于实现半岛
无核化，愿就半岛及本地区和平稳
定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

杨洁篪、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朝鲜外相李勇浩

12 月 7 日 12 时 12 分，我国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
载火箭，成功将沙特-5A/5B 卫星
发 射 升 空 ， 搭 载 发 射 10 颗 小 卫
星。卫星均进入预定轨道。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
沙特-5A/5B卫星
搭载发射10颗小卫星

对法国不少警察来说，原
本轻松的周末可能又要在加班
中度过。

法国政府计划本月 8日在
全国范围内调集 8.9 万治安部
队维持秩序，以防范持续示威
活动可能引发的暴力行为。

国际观察家认为，法国近
期的示威活动再次凸显法国作
为高福利社会对触及自身利益
的改革缺乏共识。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记者 韩冰 吴黎明 鲁豫

法国总理菲利普说，8 日当
天，法国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调集
8.9 万治安部队维持秩序，其中约
8000 人部署在巴黎。菲利普说：

“我们针对的不是示威者，而是破
坏者。我们不希望他们为所欲为。”

巴黎市警察局 6 日发布通告，
建议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一带的商店
8日暂停营业，以规避当天示威活

动可能引发暴力行为的风险。
记者 6日从不同渠道获悉，为

保证文化遗产安全，巴黎卢浮宫、
奥赛博物馆等多家知名博物馆以及
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等知名景点 8
日将暂停开放。

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日前宣

布，抗议活动给法国批发业、零售
业、酒店业等多个行业带来明显影
响，营业额下降15%至40%不等。

对于示威活动内因，中国社科
院欧洲所研究员赵晨认为，抗议增
加燃油税只是示威导火索，根本症
结在于法国经济持续不景气、中低

收入群体购买力下降，生活负担加
重。

赵晨分析，大规模示威活动或
进一步削弱马克龙在法国民众中的
威信，增加其今后推进劳动力市
场、清洁能源等改革的难度，法国
国内反对派也可能借机对其发难。

马克龙执政一年多来，推进了
一系列整体上削减民众福利水平的
改 革 举 措 ， 同 时 还 取 消 “ 巨 富
税”、资产税等，鼓励法国人将目
光从“分蛋糕”转向“做蛋糕”。
这些改革措施尽管利在长远，但短
期内势必触动一些阶层的利益，导
致民众不满增加，致使马克龙的民
意支持率下降。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马克龙
目前对内阁掌控力较强，其所在的
共和国前进党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多
数席位依然稳固，恐怕不会轻易放
弃改革的大方向。

锐意改革的马克龙在一波接一
波的抗议声中，在上调燃油税问题
上作出让步。此情此景，似乎是法
国屡改屡败的又一次重复。

德 国 经 济 在 欧 洲 “ 一 骑 绝
尘”，得益于本世纪初时任总理施
罗德大刀阔斧的改革。与之相对应
的是，“高卢雄鸡”一次次为增强
经济活力而推动的改革行动，总是
在民众反对声浪中虎头蛇尾。

改革从来不是轻松的事，需要
顶层设计的引领，也需要社会共识
的广泛支持。如何为改革培育土
壤，有效推进改革，尚需马克龙政
府拿出政治智慧。

法国这个周末不好过
马克龙的改革有点悬

据新华社芝加哥 12月 6日电
（记者汪平 徐静） 为章莹颖家属
提供法律援助的华人律师王志东 6
日对新华社记者说，美国伊利诺伊
州中部地区法院首席法官詹姆斯·
沙迪德日前决定，核准嫌疑人克里
斯滕森辩护律师团队提出的关于变
更审判地点的动议，将该案审判地
点从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地区转到该
州的皮奥里亚地区。

沙迪德表示，法庭做出变更决
定并非依据辩方团队在动议中提出

的理由，而是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
沙迪德指出，将该案审判地点转

移至皮奥里亚地区有助于他本人见
缝插针地完成他主理的其他民事与
刑事案件的审判。如果案件在厄巴纳
地区审判，他将不得不重新安排其他

案件的审理日期。考虑到本案持续时
间长，其他待审案件数量较多，法官
因此做出了更改审判地点的决定。

目前，章莹颖绑架案的审理时
间仍为2019年4月。

章莹颖2017年4月前往伊利诺

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学习，
同年 6 月 9 日在搭乘一辆黑色轿车
后失踪。美国联邦调查局同年 6月
30 日逮捕了嫌疑人克里斯滕森，
指控他涉嫌绑架和杀害章莹颖。克
里斯滕森一直拒绝认罪。

美国法院宣布

变更章莹颖案嫌疑人审判地点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7 日电
（记者郁琼源） 记者 7日从国家税
务总局了解到，打击虚开骗税违
法犯罪专项行动开展两个月以
来，各地已成功查办了一批重大
涉税违法案件，专项行动取得初
步成效。据统计,8 月 22 日以来截
至 11月底，全国共查处涉嫌虚开
增值税发票的“假企业”45749
户、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的“假企
业”467户，合计 46216户，定性
对外及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及其他可抵扣凭证 255.62 万份，
涉案税额491.61亿元。

2018 年 8 月以来，国家税务
总局、公安部、海关总署、中国
人民银行等四部委共同部署开展
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两年专项
行动，重点打击没有实际经营业

务只为虚开发票的“假企业”、没
有实际出口只为骗取退税的“假
出口”。

自“双打”专项行动启动以
来，四部委主动谋求打击手段升
级，积极推动数据互联互通，促
进各类信息高效集成，全国虚开
骗税违法犯罪势头得到有效遏
制，江苏、江西、青海、云南、
新疆等地已有 252 名犯罪嫌疑人
慑于专项行动的高压态势，主动
投案自首。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共侦破
虚开、骗税案件 1268起，抓获犯
罪 嫌 疑 人 2525 名 ， 涉 案 金 额
183.80 亿元，挽回经济损失 7.36
亿元。一批涉案金额大、辐射
广、危害大的不法窝点和犯罪团
伙被端掉。

四部委联合打击虚开骗税
违法犯罪行动获重大成果

12月6日，在莱索托哈姆皮蒂，莱索托首相塔巴内 （车内右） 在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驾驶挖掘机，为工程铲出第一铲土。

中国援助莱索托道路升级项目6日正式开工。这是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后首个在非洲落地的大型双边务实合作项目。 （新华社发）

中国援助莱索托公路开工

新华社昨天播发了题为《志合
越山海——习近平主席访问西班
牙、阿根廷、巴拿马、葡萄牙纪
实》。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5 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展开欧洲拉美之行。从
梅塞塔高原上的马德里到潘帕斯草
原上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从通联两
大洋的巴拿马城到欧洲大陆西端里
斯本，世界目光一路随行。

远邻如近亲，志合越山海。多
份成果文件，为合作和友谊开启崭
新篇章——

中国和西班牙，一份联合声明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站在中西建

交 45 周年的新起点，双方一致同
意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新的更大发
展。

中国和阿根廷，联合声明之
外，双方还签署了未来 5年政府间
共同行动计划。

中国和巴拿马，包含 19 项共
识的联合新闻公报展现两国合作的
强劲起步。

中国和葡萄牙，一份联合声
明，一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
解备忘录。

同解时代命题，共谋发展大
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到访
国领导人一起发出支持多边主义、
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互利共赢的响
亮声音。

志合越山海
——习近平主席访问西班牙、阿

根廷、巴拿马、葡萄牙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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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理菲利普本月 4日宣布，法国政府将延期六个月上调燃油税，
同时暂缓实施统一柴油税和汽油税等措施。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记
者朱超）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7 日
就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
拘押答记者问时说，加拿大和美
国方面均未向中方提供当事人违
反两国法律的证据。

耿爽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方在第一时间向加方和美
方提出严正交涉，表明中方的严
正立场。“迄今为止，不论加方还

是美方，都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当
事人违反两国法律的证据。”

针 对 有 关 孟 晚 舟 国 籍 的 提
问，耿爽表示，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法》，孟晚舟是中国公
民。

耿爽重申中方立场，要求对
方立即对拘押理由作出澄清，立
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切实保障当
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

中国外交部表示

加拿大和美国均没有提供
华为首席财务官违法证据

据新华社洛杉矶12月6日电
（记者谭晶晶） 为期 5天的美国卫
生系统药剂师协会年中临床会议
和展览 6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阿纳海姆会议中心闭幕。中国制
造的智能静脉用药调配机器人首
次在展会上亮相，吸引了与会药
学界人士的关注。

作为首家参会的中国企业，
来自深圳的卫邦科技公司展示了
智能静脉用药调配机器人。两台
机器人在现场分别演示了单处方
配药和多处方配药的过程，1 分
钟左右就可完成配药。

许多参会者对中国制造的机

器人很感兴趣。来自美国俄亥俄州
哥伦布市全国儿童医院的药剂师
迈克·斯托雷说，人工智能在医疗
健康领域的应用是未来趋势。他所
在的医院目前还没有配药机器人，
他希望与中国企业探讨合作机会。

一年一度的美国卫生系统药
剂师协会年中临床会议和展览是
全球药医学专业盛会之一，今年
的展会吸引了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超过 2 万名药学界人士，围
绕疼痛管理、药品安全、儿科
学、传染病防治等议题交流互
动，全球约 370 家医药企业在会
上展示了创新产品和服务。

中国产机器人首次亮相
美国药医学专业会议

这是12月5日在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拍摄的爆炸中受损的汽车。
多米尼加紧急情况部门 6日说，位于首都圣多明各的一家塑料厂发

生爆炸，已导致5人死亡，66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危重。（新华社/美联）

多米尼加一家塑料厂爆炸
造成5人死亡，66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