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农村乡乡有邮

政网点， 这个目标已经完成。 上个

月， 村村直接通邮任务提前一年完

成。” 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

国邮政业改革发展成效发布会上，

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说。

马军胜说，建制村直接通邮、特

别边远地区直接通邮是德政工程。

“在新疆塔什库尔干自治县有个行

政村，到村里需要翻过 4000 米的雪

山，这个邮路一直以来没有畅通。邮

路打通后，邮件、报纸定期送到行政

村里， 村里的少数民族老大爷流下

了激动的眼泪。 ” 马军胜说。

“村村通邮、快递下乡打通了

流通渠道， 为农业现代化找到一条

新出路。 ” 马军胜说，过去人们想吃

农村特产经过层层批发， 现在快递

可以直接送到家， 基本上实现了

“从枝头到舌头” 的畅通，意义非常

大。

马军胜表示，下一步，要把邮政

快递网络渠道跟电商紧密衔接，打

造“邮政快递 + 农副产品 + 农村合

作社 + 电商能人” 模式，为精准脱

贫和乡村振兴服务。 推广快递和邮

政合作，三年以后要实现快递进村，

除了快递企业要走下去之外， 还要

倡导跟邮政紧密合作。

据介绍， 我国已经成长为世界

上发展最快、 最具活力的新兴寄递

市场，包裹快递量超过美、日、欧等

发达经济体总和， 成为世界邮政业

的动力源和稳定器。

外交部回应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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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 17 日从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 国家社会保

险公共服务平台近日正式上线。 参

保人员可以通过“刷脸” 完成社会

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也能在平台中

估算未来能领到多少养老金。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平台中的“社保查询” 服

务可按“多地参保、集中展现” 的形

式查询社会保险缴费、 待遇等年度

个人权益信息；“待遇资格认证” 服

务除了可以通过“刷脸” 完成社会

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还可以通过选

择“代人认证” 服务，帮助参保人员

家人进行待遇资格认证；“养老金测

算” 服务可以根据参保人员目前的

养老保险缴费情况， 估算出未来领

到的养老金情况；“异地就医” 查询

服务可以随时查询跨省异地就医费

用和备案信息。

这位负责人表示，“我的社保

卡” 服务可以查询参保人员社保卡

和电子社保卡的应用状态， 获知周

边的服务网点和服务渠道；“各地办

事大厅” 可以直达各地社会保险网

上平台，体验更多服务。

这位负责人说， 参保人员可以

访问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

户（si.12333.gov.cn）或下载“掌上

12333” 手机 App，通过用户注册登

录后体验相关服务。 已申领了电子

社保卡的人员， 可打开电子社保卡

“扫一扫” 功能，快速扫码登录，并

可以直接在电子社保卡页面查询办

理相关社保服务。后续，国家社会保

险公共服务平台还将推出更多全国

统一的社会保险线上服务， 逐步开

通更多的授权访问渠道。

据了解，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

务平台是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

服务的总门户， 重点为参保人员和

参保单位提供全国性、 跨地区的社

会保险公共服务， 首期开通 8 类 18

项全国性统一服务。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上线

可以在线提供待遇资格认证、养老金测算等服务

■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 17 日说，中方对所罗门群岛政

府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同合湾

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并同中

国建交的决定表示高度赞赏。 至于

中国何时与所罗门群岛正式建交，

中国有句古语： 瓜熟蒂落， 水到渠

成。

有记者问： 据报道，9 月 16 日，

所罗门群岛执政党团会议以 27 票

支持、0 票反对、6 票弃权的结果表

决通过与台湾“断交” 、与中国建交

的最终决定。 同日，所罗门群岛政府

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上述决定。

“我们支持所罗门群岛作为主

权独立国家自主作出的这一重要决

定。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华春莹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

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一

个基本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

共识。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中国

已经同世界 178 个国家建立了正式

外交关系。

她说， 所罗门群岛作出承认一

个中国原则并同中国建交的决定，

再次充分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

所向、大势所趋，势不可挡。 我们欢

迎所罗门群岛政府抓住历史机遇，

作出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选择，在

一个中国基础上早日融入中国同太

平洋岛国合作大家庭。 中方愿与所

方共同努力， 开启两国关系发展的

新时代。

“至于中国何时与所罗门群岛正

式建交，中国有句古语，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 ”华春莹说。

对于台湾岛内个别人有关言

论，华春莹说，这充分暴露了他们

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心态。 习惯于

“金钱买外交” 的人可能理解不

了，原则是买不来的，信任也是买

不来的。

“中国有句古语：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 16 日表示，相信在中央

的支持下， 在社会各界的包容和理

解下， 在特区政府与各方展开真诚

对话后，香港一定会跨过难关。

林郑月娥当日出席香港中华出

入口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七十周年酒会并致辞说：“国家经过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论在经济、

社会、 民生等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

发展。回望过去，香港一直发挥担当

起连接内地与全球其他国家的角

色，把海外企业‘引进来’ ，并协助

内地企业‘走出去’ 。 展望未来，我

们将继续抓紧机遇， 积极参与国家

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和 ‘一带一

路’ 建设，务求为‘国家所需’ 发展

‘香港所长’ 。 ”

林郑月娥表示， 目前香港正处

于外忧内患之际， 受到中美经贸摩

擦的影响，香港进出口贸易、运输物

流业和相关行业前景仍然困难；加

上过去数月香港面对极为严峻的局

面，对经济、民生、对外经贸关系、旅

游、 零售等都不可避免产生负面影

响， 使香港已经下行的经济情况进

一步恶化，甚至可说是雪上加霜。 特

区政府十分关注中小企及市民在疲

弱的经济环境下所承受的压力。 财

政司司长在上月宣布了一系列 “撑

企业、保就业、纾民困” 的支援措施，

希望能够帮助企业和市民面对经济

下行带来的挑战。

林郑月娥强调指出， 粤港澳大

湾区是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下的重

大发展战略； 香港在大湾区的定位

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

航空枢纽。 通过融入大湾区的发展，

我们会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

币业务枢纽和国际资产及风险管理

中心的功能， 并大力发展创科和国

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 从而进一

步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林郑月娥：香港一定会跨过难关

我国建制村

实现直接通邮

据新华社电 贵州省纪委监委

9 月 17 日发布消息，日前，经贵州

省委批准， 贵州省纪委省监委对中

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原总经理刘自力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刘自力违反政治纪律，在

组织对其问题调查核实时， 与相关

人员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

纪律， 利用职务上的影响违规在干

部的职务晋升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

益；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违规为

他人获得茅台酒经营权， 大搞权色

交易；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受

贿犯罪。

刘自力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中

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主要负责人之一， 严重违反党的

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 且在党的十

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应

予严肃处理。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等有关规定，经贵州省纪委

常委会省监委委务会会议研究并报

贵州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刘自力开

除党籍处分， 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

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

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

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严重违纪违法

刘自力被开除党籍

系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

所罗门群岛风光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截图

据新华社电 “悬浮” 10 毫米

“贴地飞行” ，设计时速达 600公里，

这样的高速磁浮列车让人憧憬……

17日， 中车株洲电机公司在湖

南省株洲市发布了时速 600 公里高

速磁浮列车牵引动力核心关键部

件。“无影腿”“动力心脏”“血液供

给系统” 等动力装备揭开面纱，展现

了高速磁浮列车的“动力之源” 。

磁浮列车正常运行首先需要

“浮起来” 。位于轨道两侧线圈中的

交流电，将线圈变为电磁体，与列车

上的超导磁体相互作用，如同“无影

腿”支撑起列车。与已在运营的长沙

磁浮快线不同的是， 时速 600 公里

高速磁浮列车的电磁铁不仅具备电

磁场作用，还能带动转子转动。

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

“动力心脏” 是中车株洲电机公司研

制的长定子直线电机。定子和转子分

别安装在磁浮轨道和磁浮列车上，依

靠电磁力直接驱动电机，电能转化为

列车前进的动能，能在较短时间内平

稳提速至每小时 600公里。

记者在车间看到， 区别于传统

电机， 一字排开的直线电机和电磁

铁组成长定子电机模块。 中车株洲

电机公司磁浮产品研究所副所长何

云风介绍说， 长定子直线电机结构

精简，具有爬坡能力强、噪音小、能

耗低、可快起快停等特点。

“动力心脏” 还少不了“血液供

给” 。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沿

线变电站将应用输入油浸式变压器

和输出干式变压器， 从而为直线电

机提供源源不断的稳定直流电力，

这相当于“供血系统” 。

据了解， 当前中国高铁最高运

营速度为每小时 350公里，飞机飞行

速度为每小时 800至 900公里，时速

600 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可以填补

高铁和航空运输之间的速度空白。

今年 5月，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试

验样车已在山东省青岛市下线。

中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动力装备”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