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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应约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过去的一年，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
并取得重要进展。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
国和两国人民利益，也是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双方要保
持高层及各级别交往，充分发挥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作用
并适时举办第二轮对话。中美经贸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
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双方应该采取建设性方式，通过
对彼此开放市场、做大合作蛋糕，妥善解决双方关切的
经贸问题。要积极推进两军、执法、禁毒、人文、地方
等合作，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双

方要相向而行、相互尊重、聚焦合作，以建设性方式处
理敏感问题，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维护中美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势头。

特朗普表示，美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和美中合作，
愿同中方一道，加强高层及各级别交往，拓展务实领域
合作，处理好两国经贸中的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

大发展。
习近平应询介绍了对当前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指

出朝鲜半岛形势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各方应该共同努力
把来之不易的缓和势头延续下去，为重启对话谈判创造
条件。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
合各方共同利益，维护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团结十
分重要。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
密切沟通、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加强合作，推动朝鲜
半岛问题朝着妥善解决的方向不断取得进展。

特朗普表示，美方重视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
要作用，愿继续加强同中方的沟通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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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 （2014－2018）》 一书
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本书收录了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至2018年发表的新年贺词共五篇。为
生动反映相关内容，本书采用了视频书制作方式，将这五次新年贺词的视频
通过二维码植入书中，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还可通过手机扫码随时观看
视频内容。

《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
（2014 － 2018）》出 版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记者王慧慧）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16日在北
京与加蓬参议长米勒布举行会谈。

俞正声说，中加传统友谊深厚。当前，中加关系呈现加速发展的良好势
头，各领域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双方保持着高水平的政治互信，经贸等领域
务实合作富有成果，文化、教育、卫生等人文领域合作亮点纷呈。2016 年，
习近平主席和邦戈总统共同决定把中加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为两
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俞正声表示，中方愿同加方加强政治交往，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不断夯实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共十九
大强调，中国将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
合作，这将为中国同加蓬合作以及包括加蓬在内的非洲国家发展带来新的机
遇。中方愿助力加方实现新的发展，并欢迎加方来华出席将于今年举行的新
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俞正声与加蓬参议长会谈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16日在北京召
开。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总结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工作进展情况，讨论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
张高丽强调，要凝聚更加广泛的合作共识，加强战略对接、规划对接、

机制平台对接，增强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感召力。要加强互联互通合
作，大力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和政策规则标准“软联通”，继续实施好一
批示范项目。要提升经贸投资合作水平，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增添沿线国家
共同发展新动力。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发挥好各类金融机构作用，提高
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水平。要拓展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一带一路”
建设的民意基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共同建设绿色
丝绸之路。要继续做好风险评估和应急处置等工作，强化“一带一路”建设
安全保障。

张高丽主持“一带一路”工作会议
王沪宁出席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全国统战部长会议16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谋划新时代统
一战线工作，继续抓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决策部署
的贯彻落实，推动统战工作有新气象新作为，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贡献。

汪洋出席全国统战部长会议

1 月 16 日 ，
京张高铁官厅水
库特大桥拱型八
孔钢桁梁最后一
孔落梁成功，这
标志着该特大桥
主桥主体结构全
部施工完成，桥
面附属工程将如
期 推 进 。 据 介
绍，官厅水库特
大 桥 全 长 9077
米 ， 是 京 （北
京） 张 （张 家
口） 高铁重要节
点工程。

图为京张高
铁官厅水库特大
桥拱型八孔钢桁
梁最后一孔在落
梁施工中。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桥主体完工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桥主体完工

1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通话中，
习主席应询介绍了对当前朝鲜半岛
局势的看法，双方就半岛问题进行了
沟通。事实上，自2017年1月特朗普
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习主席与其举行
3次会晤，进行多次通话，半岛问题一
直是双方交流的重要议题。

最近的半岛局势，态势如何？
应该怎么看？

其一，朝韩关系呈现缓和态
势。1 月 1 日以来，朝韩展开密集接
触。1 月 9 日，朝韩高级别会谈在板
门店举行。双方发布联合新闻稿，展
示两国就若干议题进行讨论后达成
的共识。随后，朝韩沟通进入工作
层，已就朝方艺术团访韩进行讨论，
并将探讨朝鲜参奥事宜。从目前看，
交流较为顺利，朝韩均展示出合作

意愿，避免不必要的纠缠扯皮。这说
明，两国都期待借“冬奥外交”契机
进行接触和对话，推动关系缓和，促
使半岛紧张局势降温。

其二，美国欲加大对朝压力。
美未能阻止朝韩接触，反而迫于形
势和压力对会谈表示支持，但仍一
再提出朝韩会谈应“超出奥运会范
畴”，核心是要求韩国就无核化问
题对朝施压。美总统特朗普甚至将
朝韩恢复官方会谈的功劳归于自
身，宣称这是美对朝极限施压的成
效。美国联手加拿大召集外长会
议，名为“朝鲜半岛安全稳定”会
议，参与国却多是 60 多年前朝鲜
战争的“联合国军”成员，其意图
路人皆知。美方舆论甚至肆意批评
中方“双暂停”方案。

其三，朝鲜展现强硬姿态。

《劳动新闻》 近日发文，反对韩方
将南北关系改善与解决朝核问题同
步推进，拒绝弃核。同时，朝指责
美战略资产进入周边水域是故意激
化局势紧张，强调自身安全关切，
直指美韩军事关系。

面对纷繁复杂信息和各方利益
考量，习主席明确指出了中国对半
岛局势的看法和立场。中国重申团
结的重要性。不管是实现半岛无核
化还是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都需要
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无独有偶，2018
年伊始，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古特雷
斯也在新年致辞中呼吁团结。团结
才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安全。

中国指明努力方向。习主席建
议密切沟通、相互信任、相互尊
重、加强合作。中国清楚地认识
到，各方立场存在现实差异，解决

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至少要找
到正确路径，推动朝鲜半岛问题朝
着妥善解决的方向不断取得进展，
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中国珍视半岛形势中的积极变
化。中方一贯致力于劝和促谈，希
望各方共同努力，把来之不易的缓
和势头延续下去。缓和不是纵容，
也不是偏袒，而是为重启对话谈判
最终解决矛盾分歧创造条件。在半
岛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照顾各方
利益关切，标本兼治。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应把半岛缓和势头延续下去
■ 华益声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许晟、周悦） 记
者 16 日从 WAPI 产业联盟获悉，联盟牵头组织成
员 自 主 研 发 的 近 场 通 信 安 全 测 试 技 术

（NEAU-TEST） 日前正式发布，成为国际标准化
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 （ISO/IEC） 国际标准，这
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物联网关键共性安全核心技术
再次“走出去”。

这项国际标准是近场通信安全 （NEAU） 技
术的测试标准，它规范了 NEAU 协议的符合性测
试方法，提供了测试装置、测试规则以及测试用
例、测试步骤、预期测试结果等，确保了NFC设
备之间建立安全连接，可以防止设备遭受近距离
空口窃听、设备伪造、数据篡改等欺诈攻击。

近场通信 （NFC） 是一种近距离无线通信技
术，被广泛集成在手机中，主要用于手机支付、
公交卡等领域。NEAU 系列技术的出现确保了
NFC通用空口通信安全。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5日电（记者周舟、林小
春） 美国商业专利数据库日前发布报告显示，美国
专利商标局 2017 年批准的发明专利数量再创新高，
达32万件，同比增长5.2％。其中，中国大陆企业表
现抢眼，获批专利超过 1.1 万件，较前一年增长
28％。

所有获批专利中，美国企业占比 46％，亚洲企
业占31％，欧洲企业占15％。

其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获批专利 1474件，同
比增长 23％，排名第 20，较上年前进 5 名。报告还
称，显示和传感设备制造商京东方科技集团实现了

“大跨越”，从第40名升至第21名，1413件的专利数
更是较前一年增长 62％。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
公司也跻身企业排行榜前 50，以 708 件专利数排名
第45。

报告说，获批专利数前 50名的企业及相关排名
展示了当今最具创新性企业和研发机构的竞争图景。

我物联网技术成国际标准中企在美获批专利增28％

1月16日，贵州省青少
年冬季阳光体育大会在六盘
水市举行，活动从1月15日
起，历时3天，设有冰雪足
球赛、冰雪越野赛、滑雪接
力赛3个项目。

图为小朋友们在进行赛
前动员。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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