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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1月 8日，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当日抵

京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朝鲜劳动党委

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

会谈。两国领导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

中，就中朝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 双方一

致表示，愿共同努力推动中朝关系在

新的时期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持续推

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

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 委员长同志在

2019年新年伊始、两国迎来建交 70

周年之际访华， 充分体现了委员长

同志对中朝传统友谊的高度重视、

对中国党和人民的友好情谊。 我对

此表示高度赞赏，并代表中国党、政

府和人民，向朝鲜党、政府和人民致

以诚挚的节日问候。

习近平强调， 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中朝关系在 2018年掀开了新的

历史篇章。 双方以实际行动展示了

中朝友谊的强大生命力， 彰显了中

朝共同致力于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

决进程的坚定意志。 今年是中朝建

交 70周年，对中朝关系发展具有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我愿

同委员长同志一道， 共同引领好中

朝关系未来发展。 双方要保持高层

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友好交流

合作， 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

发展。

金正恩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

年初百忙之际接待我们访华， 我对

此表示衷心感谢，并代表朝鲜党、政

府和人民对中国党、 政府和人民致

以亲切的节日问候。 在总书记同志

的悉心关怀下， 去年朝中关系提升

到新高度，谱写了新篇章。我此次访

华，就是希望以两国建交 70 周年为

契机， 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朝中传

统友谊、 加强朝中交流合作深入交

换看法， 推动朝中友好关系日益巩

固和发展。

关于朝鲜半岛形势，习近平积极

评价朝方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

实现半岛无核化所采取的积极举措，

表示去年在中朝及有关方共同努力

下，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取得重大

进展。 当前，半岛和平对话的大势已

经形成，谈下去并谈出成果成为国际

社会普遍期待和共识，政治解决半岛

问题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中方支持

朝方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支持

北南持续改善关系，支持朝美举行首

脑会晤并取得成果，支持有关方通过

对话解决各自合理关切。希望朝美相

向而行，中方愿同朝方及有关方一道

努力，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实现半

岛无核化和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

建设性作用。

金正恩表示， 去年朝鲜半岛形

势出现缓和， 中方为此发挥的重要

作用有目共睹， 朝方高度赞赏并诚

挚感谢。 朝方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立

场，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为

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取得国际社

会欢迎的成果而努力。 希望有关方

重视并积极回应朝方合理关切，共

同推动半岛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双方通报了各自国内形势。 习

近平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在 70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 中国共

产党有决心、 有信心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和风险

挑战，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奋勇前进。 朝鲜劳动党实施新战略

路线一年来，取得不少积极成果，展

示了朝鲜党和人民爱好和平、 谋求

发展的强烈意愿， 得到了朝鲜人民

的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的积极评

价。 中方坚定支持委员长同志带领

朝鲜党和人民贯彻落实新战略路

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相信朝鲜人民一定会在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金正恩表示， 我在过去不到一

年时间里四次访华， 对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和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

精神面貌印象深刻。 朝方认为中国

的发展经验十分宝贵， 希望多来中

国实地考察交流。 相信中国人民在

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上不断创造新的伟大成就，

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朝

鲜劳动党将带领朝鲜人民继续大力

落实新战略路线， 并为此营造良好

外部环境。

会谈前，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北大厅为金正恩举行欢迎仪式。

会谈后，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为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欢迎宴

会并共同观看文艺演出。

9 日上午， 习近平在北京饭店

会见金正恩。 习近平积极评价金正

恩这次访华的重要意义， 回顾了中

朝友好交往历史， 表示中方愿同朝

方共同努力，维护好、巩固好、发展

好中朝两党两国关系， 共同书写两

国关系发展新篇章， 共同为地区和

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金正恩表示， 朝方无比珍视朝

中关系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 愿与

中方一道， 认真落实双方达成的重

要共识， 在新的起点上续写朝中友

谊更加辉煌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夫人彭丽媛、金

正恩委员长夫人李雪主参加会见。

会见后， 习近平总书记夫妇为

金正恩委员长夫妇举行午宴。

9 日金正恩还参观了北京同仁

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亦庄

分厂， 实地考察了有关传统工艺及

现代化中药加工生产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 以及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

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政法委书记

郭声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

蔡奇，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

出席有关活动。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统

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 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副委员长朴泰成，中央政

治局委员、外务相李勇浩，中央政治

局候补委员、人民武力相努光铁，中

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宣传鼓动部第

一副部长金与正等陪同金正恩访华

并出席有关活动。

就中朝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公安部日前部署

各地公安机关总结经验、分析研判形

势，切实加强公交车安全防范，对以

暴力方式影响正在行驶的公交车安

全驾驶的，一律依法立案侦查，对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这是记者从 9日至 10日在京召

开的全国公安机关公交车安全防范

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上获悉的。

公安部要求， 各地公安机关要

深刻反思重庆万州“10·28” 公交车

坠江事件等一系列典型案件，找准突

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全面构建立体

化智能化公交车安全防范体系。要全

面推进公交车安装驾驶区隔离设施，

推动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出

台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

多种形式，统一安装标准，明确技术

要求，抓紧组织实施。 要严格落实公

交车乘务管理人员配备要求，加强培

训管理。 要按照最高法、最高检和公

安部联合出台的有关指导意见，狠抓

执法打击，切实教育警示公众、震慑

遏制犯罪。对以暴力方式影响正在行

驶的公交车安全驾驶的，一律依法立

案侦查， 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尚不构成犯罪

的，依法给予行政拘留等治安管理处

罚。要切实提升公交车司乘人员防范

处置能力水平，规范应急处置操作规

程。要加强防范教育、群防群治、警示

宣传，努力引导公众树立“平安公交

人人有责”理念。

同时， 要推动落实市县党委政

府领导责任、 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和

运营企业主体责任， 确保各项措施

按要求、时限落实到位；推动将公交

车安全防范纳入综治考评， 对因防

范措施不落实， 导致发生重特大案

事件的地区，提请实行一票否决。

以暴力影响公交车安全驾驶一律立案侦查

公安部明确：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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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下一步

磋商安排，双方正保持密切联系。

中美按原计划

推进磋商工作

据新华社电 据甘肃省纪委监

委消息：日前，经甘肃省委批准立案

的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原

副主任火荣贵严重违纪违法案，甘

肃省纪委监委已审查调查终结。

现已查明，火荣贵在担任甘肃省

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省政府副秘书

长、省政府办公厅主任、武威市委书

记等职务期间，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阳奉阴违，自行其是，在重

大原则问题上违背中央决策另搞一

套；搞团团伙伙，经营政商小圈子，抱

团谋利； 不落实中央巡视整改要求；

对抗组织审查调查；辱骂殴打领导干

部和身边工作人员。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超标准接待；长期占用宾馆

高档套房；经常出入私人会所；违规

公款购买、赠送贵重礼品。 违反组织

纪律，搞一言堂，个人拍板决定重大

事项；随意、频繁、大量调整干部；在

干部选拔任用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在

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廉

洁纪律，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

的礼品礼金；利用职务影响为亲属和

特定关系人经营谋利提供帮助；搞权

色交易。 违反群众纪律，干涉群众生

产经营自主权，搞形象工程、政绩工

程，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违反工作纪

律，违规干预市场经济活动。 违反生

活纪律，与多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

性关系；带坏家风。 涉嫌受贿犯罪；涉

嫌挪用公款犯罪；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火荣贵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和地

方主要领导， 党性原则缺失， 权力

观、政绩观、道德观严重扭曲，蔑视

纪律红线， 胆大妄为， 践踏国家法

律，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违纪

问题与违法问题并存， 六大纪律项

项违反。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甘肃省纪

委常委会会议暨省监委委务会议审

议并报甘肃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火

荣贵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

其违纪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严重违纪违法

火荣贵被“双开”

曾任甘肃武威市委书记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金正恩举行欢迎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