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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举行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
双方将按原计划推进磋商工作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网站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0 日表示，1 月 7 日至 9 日举
行的中美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
中，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
要共识，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

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
深入、细致的交流。下一步，
双方团队将按原定计划推进磋
商工作，关于磋商安排，双方
正在保持密切联系。
高峰是在商务部当日召开

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
示的。
1 月 7 日至 9 日，中美双方在
北京举行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
此次磋商比原定时间延长一天。
对此，高峰说，时间长，说明双方

对于磋商的态度都是严肃、认真、
坦诚的，都在朝着落实两国元首
重要共识的方向而努力。
针对有媒体关心双方在结构
性问题的磋商有何进展时，高峰
回应说，结构性问题是此次磋商

的重要内容，双方在这个领域的
磋商是有进展的，增加了互相理
解，也为解决相互关切奠定了基
础。
高峰表示，关于下一步磋商
安排，双方正在保持密切联系。

嫦娥四号国际合作载荷开机测试

09

工信部：

今年年中有望推出5G测试手机
据 新 华 社 1 月 10 日 上 午 ，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苗圩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王
政、新华社记者张辛欣、中央电
视台记者宋菀、经济日报记者黄
鑫的联合采访。
有记者提问，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加快 5G 商用步伐。
5G 将带来什么？工信部如何推
动？
苗圩表示，5G 将构筑万物
互联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成
为社会数字经济和各行各业转型
升级发展的新引擎。我们不仅要
建好 5G，更重要的是想方设法
用好 5G。一是加快促进 5G 终端

成熟。5G 芯片、终端的研发进
程正在全力加速，力争 5G 终端
尽快与用户见面，部分企业有望
2019 年中推出供用户测试使用
的手机。二是加快网络建设进
程。2018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
化部正式向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
放了 5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下
一步将开展 5G 规模试验，着力
打造城市级的高质量 5G 精品网
络 。 三 是 加 快 培 育 5G 融 合 应
用。不断深化基于 C-V2X 的车
联网标准体系、产业协同和示范
应用，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和
5G 的融合应用，进一步推动 5G
与农业、交通、医疗、教育等各
领域的协同创新。

中国与多国携手探秘宇宙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者
10 日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嫦娥四
号月球背面软着陆以来，由多个国
家和组织参与的科学探测任务陆续
展开。着陆器上由德国研制的月表
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和巡视器上
由瑞典研制的中性原子探测仪开机
测试，获取的探测数据将通过“鹊
桥”中继星陆续传回地面，中外科
学家计划共同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嫦娥四号任务的顺利实施凝聚
着诸多参与国的贡献。除探测器上
的德国和瑞典载荷外，中继星上配
置了荷兰低频射电探测仪；俄罗斯
合作的同位素热源将保障嫦娥四号
安全度过月夜；我国在南美建设的
阿根廷深空站参加测控任务，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欧洲空间局测控站
也将发挥支持保障作用；此外，哈

2018 年 CPI 同比上涨 2.1%

工大环月微卫星“龙江二号”上的沙
特微型成像相机已于 2018 年 6 月成功
传回了地月合影。
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与中国国家航天局就月球
与深空探测合作进行了讨论。嫦娥四
号任务发射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月球勘探轨道器-LRO 团队与嫦娥四号
工程团队科学家进行了密切沟通，商
讨利用美方在月球轨道运行的 LRO 卫
星观测嫦娥四号着陆，开展科学研
究。据悉，美方向中方提供了 LRO 卫
星的轨道数据，中方团队向 LRO 团队
提供了着陆时间和落点位置，期待将
有更多科学发现和成果。
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
国愿与各国航天机构、空间科学研究
机构及空间探索爱好者携手，共同探
索宇宙的奥秘。

12 月 CPI 同比上涨 1.9%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国
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数据，2018
年 1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9%，涨
幅 比 上 月 回 落 0.3 个 百 分 点 ；
2018 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同比上涨 2.1%。
12 月 份 ， 构 成 CPI 的 八 大
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七涨一
降。12 月份，食品烟酒价格同
比上涨 2.4%，影响 CPI 上涨约
0.72 个百分点。其中，鲜果价格
同比上涨 9.4%，禽肉类价格上
涨 5.4%，鲜菜价格上涨 4.2%，

新闻分析：

畜肉类价格上涨 0.8%，鸡蛋价
格下降 1.4%。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
降。其中，医疗保健、教育文化
和娱乐、居住价格分别上涨
2.5%、2.3%和 2.2%，其他用品
和服务、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价
格分别上涨 1.6%、1.5%和 1.4%；
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0.7%。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
2018 年 12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0.9%；全
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上
涨 3.5%。

1 月 3 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降落过程
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降落过程。
。（新华社
新华社发
发）

文在寅：

中国向世界敞开探月合作大门
据新华社 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
国家航空航天局月球勘探轨道器
着陆的嫦娥四号任务搭载了 4 台国际 （LRO） 团队与嫦娥四号工程团队科
载荷，而中国计划在未来月球探测和
学家进行了密切沟通，商讨利用美方
空间站上开展更广泛深入的国际合
在月球轨道运行的 LRO 卫星观测嫦
作，让全球更多科学家获得太空探索
娥四号着陆，开展科学研究。为此，
的机会，集中人类智慧破解宇宙谜
美方向中方提供了 LRO 卫星的轨道
题。
数据，中方团队向 LRO 团队提供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
着陆时间和落点位置。
总设计师吴伟仁说：“探月国际合作
中国国家航天局表示，愿与各国
是未来的方向，国际合作可以分摊经
航天机构、空间科学研究机构和空间
费，共担风险，共享成果，相互学
探索爱好者携手合作，共同探索太空
习。探索宇宙是和平的事业，我们希
奥秘。
望开展更多国际合作。
”
瑞典航天局太阳系统科学部部长
中国国家航天局介绍，嫦娥四号
科勒说：“人类从未在月球背面的表
任务中包含了由荷兰、德国、瑞典、 面做过任何探测。这次任务是中国的
沙特科学家参与研制的 4 台科学载
巨大成就，我们非常高兴能成为其一
荷。目前，着陆器上由德国研制的月
部分。
”
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和巡视器上
参与研制月表中子及辐射剂量探
由瑞典研制的中性原子探测仪已经开
测仪的德国基尔大学物理实验与应用
机测试。
研究所项目总师温牧说：“中国科学
此外，中国与俄罗斯合作的同位
家都非常出色，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
素热源将保障嫦娥四号安全度过月
我们就无法顺利研制出这次的载荷。”
夜；中国在南美建设的阿根廷深空站
“我认为空间科学的一个美妙之
参加了嫦娥四号测控任务；欧洲空间
处就在于许许多多国家一起合作，这
局测控站也将发挥支持保障作用。
很重要，也向全世界传递了和平的信
据介绍，嫦娥四号发射前，美国
息。”温牧说。

中国在半岛无核化进程中
发挥积极作用
据新华社 韩国总统文在寅
10 日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中
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发挥
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文在寅当天在青瓦台举行的
新年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在帮助
半岛南北关系改 善 、 半 岛 无 核
化及和平稳定方面持续发挥着
积极作用。他还表示，期待朝
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在近期举
行，同时期待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 正恩在朝美领导人会晤后访
问首尔。
文在寅呼吁朝美双方在无核
化对话中采取相对应的措施。朝
方需要进一步做出无核化实际举
措，同时也必须考虑相对应的对

嫦娥四号着陆器监视相机 C 拍摄的玉兔二号巡视器走上月面影像图
拍摄的玉兔二号巡视器走上月面影像图。
。（新华社
新华社发
发）

朝措施以推动无核化进程。他认
为，缺乏互信是朝美无核化对话
目前面临的关键难题。
就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提出
有意在无任何前提条件或代价下
重启开城工业园区和金刚山旅游
等韩朝合作项目，文在寅表示欢
迎，认为半岛南北合作项目将有
利于韩朝双方。他同时表示，韩
方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合作，推动解决国际社会对朝制
裁等相关问题。
文在寅还阐述了政府新一年
的经济施政。他说，政府仍将坚
持以增加国民收入为主导推动经
济增长，同时坚持创新增长和公
正经济等既定方针。

朝媒高度评价金正恩访华
认为对维护半岛和平有重要意义

日韩矛盾不断 两国关系紧张
分析人士：双方分歧明显，关系暂难缓和

2018 年 11 月 29 日，在韩国首尔
在韩国首尔，
，一名二战时期强征劳
工的韩国受害者 （中） 接受媒体采访
接受媒体采访。
。
（新华社
新华社发
发）
新华社东京 1 月 10 日电
日本二战时期强征韩国劳工案
的韩方原告已向韩国法院申请
扣押日方被告企业部分在韩资
产，并于日前获认可。对此，
日本政府 9 日要求韩方与其就
《日韩请求权协定》 展开政府
间对话磋商。韩方尚未就是否
同意日方要求做出决定。
除强征劳工案外，日韩近
期还因韩国解散“慰安妇”基
金会以及“雷达照射风波”等
问题发生矛盾，两国关系十分
紧张。分析人士认为，日韩双

方在相关问题上分歧明显，两
国关系短期内难以缓和。

互 不 相 让
从接到有关扣押资产通知
的一刻起，日方被告企业新日
铁住金公司将不能出售在韩合
资企业的股份，相关权限受到
限制。
除此案外，两国间至少有
十余起涉及日本企业的同类索
赔诉讼。其中，去年 11 月韩

国大法院 （最高法院） 判处日本
企业三菱重工承担赔偿责任一案
的原告方表示，若与被告方面的
磋商无法实现，也将于 3 月 1 日
前后向法院申请扣押该公司的资
产。
日本媒体称，日本政府就强
征劳工案向韩国政府提出交涉，
意在避免事态影响面进一步扩
大，日本相关企业遭受进一步损
失。
不过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
10 日的新年记者会上就这一问
题表现出了较为强硬的姿态。他
敦促日本在历史问题上采取谦逊
态度，尊重韩国司法机构的审判
结果，同时称日方试图把强征韩
国劳工索赔案政治化并引发争议
不明智。
分析人士指出，基于 《日韩
请求权协定》 进行磋商必须在两
国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日
本政府 2011 年曾拒绝韩方根据
这一协定提出就“慰安妇”请求
权问题进行磋商的要求。由于韩
国政府已表示将尊重司法裁决，
日方此次磋商要求能否打破局面
目前尚不明朗。
据日媒报道，如果 《日韩请

求权协定》 外交磋商和相关仲裁
方反省历史的呼声强烈。韩国民
程序都无法解决问题，日本政府
众 9 日在首尔举行“慰安妇”问
可能考虑就此事向海牙国际法院
题“周三集会”开展 27 周年纪念
提起诉讼。同时，日本首相安倍
活动，要求日本政府就二战时期
晋三在媒体上公开表示，日方将
强征“慰安妇”的罪行道歉并对
基于国际法严正应对，他已指示 “慰安妇”受害者进行赔偿。
相关政府部门讨论具体对抗措
而就在日韩关系因历史问题
施。日媒称，日本政府内部已有
波澜不断之际，上月下旬两国之
人提议对韩国进口产品加征关
间又发生了关于韩国海军舰艇
税。分析人士认为，一旦日方采
是否对日本巡逻机进行了火控
取更强硬的做法，将有可能令两
雷达照射的争论。争论愈演愈
国关系更加紧张。
烈、不断升级，已发展为双方
竞相对外公布现场视频的“宣传
战”
。
缓 和 不 易
日本 《朝日新闻》 分析称，
由于日韩在半岛问题上需要携手
近一段时间以来，困扰日韩
合作，日本政府原本希望尽快解
关系的问题除了强征劳工案以
决雷达照射问题，避免事态扩
外，还有韩国宣布解散依据 《韩
大，但最终还是公布了有关视
日慰安妇协议》 设立的“和解与
频，其背后原因是安倍政权不愿
向韩方示弱。
治愈基金会”一事。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日韩之
在日韩关系波澜不断，双方
间的历史问题长期而复杂，要想
间不信任感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解决绝非易事。日本坚称相关索
日媒对两国关系在短期内改善并
赔问题已经通过 1965 年的 《日
不乐观。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
韩请求权协定》 解决，但韩方认
道说，围绕强征劳工案的事态恐
为这一协定不影响强征劳工受害
难在短期内平息，日本政府内有
者个人对日方的索赔权，双方分
声音认为，日韩关系近期很难出
歧明显。而在韩国民间，要求日
现改善。

新华社平壤 1 月 10 日电 朝
中社 10 日在报道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访华消息时，对此次访
问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朝中
友好团结史上又一大事，在维护
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
朝中社当天对金正恩访华过
程进行了详细报道，并在报道最
后表示，在朝中两国人民和国际
社会的巨大关心下，新年伊始朝

鲜最高领导人同志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行的访问，是朝中两党两
国间友好团结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的又一大事，是在进一步强化朝
中最高领导层的战略沟通和维护
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面具有重大
意义的历史契机。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
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1
月 7 日至 10 日对中国进行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