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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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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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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了相互理解，为解
决彼此关切问题奠定了基础。双方同
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商务部声明：

中美在京举行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

据新华社石家庄 1 月 10 日电
（记者巩志宏）“这个机子的特点是制
热快、成本低，启动十分钟屋里就能
到18摄氏度以上，采暖季每平方米取
暖成本只有10块左右，农村人能用得
起。”正值寒冬腊月，河北晋州市安家
庄村安小兵家里却温暖舒适，室内温
度达到20摄氏度。

2017年起，安家庄424户村民实
施了分户式地源热泵供暖改造。记者

看到，每家都安装了室外机和室内
机，室外机有一根管道直插入地面，
室内机则按房间安装，用遥控器可开
关机器、设定温度。

“石家庄浅层土壤温度常年为16
摄氏度，我们利用埋入地下120米的
换热器将浅层地热能提取利用，只采
热不取水、零燃烧无排放、冬采暖夏
制冷，是适用于北方农村分散住户采
暖的一种清洁取暖方式。”承担改造

项目的河北博纳德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赵海朝说。

“相较气代煤、电代煤等方式，分
户式地源热泵供暖改造简单、成本
低。我们的设备功率低、只有0.68千
瓦，同时电能转化效率高、消耗一度
电可提取约5倍的热能供给室内，这
种技术不需改造电网，只需一家一户
进行设备初装即可。”赵海朝说，安家
庄每户改造费用1万多元，除掉政府

补贴外，每户自掏5000元。
而且，运行成本较低。“过去按每

户每冬烧3吨煤，以前年改造前的煤价
折算，一冬得花2700多元。现在人走关
机、人来开机，非常节能，有的户一冬下
来才花不到1000块。”安小兵说。

河北提出，到2020年，传输通道
城市平原地区将基本完成生活和冬
季取暖散煤替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
主城区清洁取暖率达到100%。

河北推广绿色供暖新方式让农村群众“无烟”过冬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9日电（记者
邓仙来 孙丁）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
在华盛顿白宫与国会高层会面，但他
与民主党在修建边境隔离墙问题上分
歧依旧，双方不欢而散。这意味着美国
联邦政府部分“停摆”仍将继续。

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说，民
主党方面明确拒绝修建隔离墙的可
能，称这场会面“完全是浪费时间”。参
与会面的副总统彭斯随后对媒体说，

“没有边境隔离墙就没有协议”。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也参加了

会谈。他会后对媒体表示，民主党早在
数周之前就提出了解决“停摆”的方
案，现在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不幸”。

他重申，民主党愿与特朗普就结束“停
摆”达成协议。

会面当天，联邦政府部分“停摆”
已持续19天，接近21天的历史最长纪
录。由于白宫和国会民主党在修建边
境隔离墙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各方未
能就拨款法案达成一致，约四分之一
的联邦政府机构因运转资金耗尽从去
年12月22日凌晨开始陷入停顿。

白宫和国会民主党自“停摆”开始
后进行了多轮谈判，但一直未能取得
实质性突破。双方核心分歧在于，特朗
普要求国会拨款50多亿美元用于在
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民主党对此坚
决反对。

协商未果美政府将继续“停摆”

1月9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一名女子参观手机防水壳。
2019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8日正式开幕。人们可以在电

子展上体验到众多新科技。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农
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1999 年 2月中共中
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
织工作条例》，对加强党对农村工作
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
组织建设，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
础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农村改革
发展和形势任务的变化，该条例已
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要求和实践需
要，党中央决定予以修订。

通知指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
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全面领导乡镇、村的各种组
织和各项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

动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大抓农村党支
部、建强战斗堡垒，取得明显成效。
当前，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推动新时代乡村全面
振兴，不断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党的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来抓，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农村
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
织保证。

通知强调，《条例》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党章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紧密
结合农村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总
结基层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对党
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作出全面规
范，是新时代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的基本遵循。《条例》的颁布实
施，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
的全面领导，打赢脱贫攻坚战、深
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提高党的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巩固党在
农村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通知指出，党管农村工作是我
们党的优良传统，重视并抓好党的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党员领导干部
的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一定
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出
发，始终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
地位不动摇，特别是县级地方党委
要把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作
为管党治党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采取有力措施，强化责任保障，推动
《条例》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加强
学习宣传，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和

手机、网络等媒介，通过集中学习、
专题研讨等方式，使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深入领会《条例》精
神，尤其要宣传到每一个农村党支
部，使其全面掌握《条例》内容，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
来，真正贯彻落实好《条例》。要组
织开展培训，把《条例》纳入党委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
和党校（行政学院）教育课程，对
县、乡、村党组织书记进行专题轮
训，提高做农村基层工作、抓农村党
支部建设的本领。要加强监督检查，
及时解决《条例》贯彻落实中的有关
问题。中央组织部要会同有关部门
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各项规定得到
贯彻执行。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执
行《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
及时报告党中央。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新华社平壤1月10日电（记者
程大雨 江亚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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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媒体高度评价金正恩访华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记者
胡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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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嫦娥四号国际合作载荷开机测试
中国与多国携手探秘宇宙

据新华社武汉1月10日电（记者
徐海波）深冬时节，位于鄂豫交界大别
山环绕中的湖北省红安县二程镇三里
岗村富家凹湾，还能看到大片的绿色
和田间耕作的农民。背靠富家山，面朝
金沙湖国家湿地公园，中共抗战英烈
杨宏明的纪念馆就坐落在这里的一片
青竹林中。

杨宏明，1910 年出生，湖北黄安
（今红安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曾任连长、
营长、团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
反“围剿”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

全国抗战爆发后，杨宏明奉命到华
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1月
任八路军第129师补充团副团长。1940

年6月任八路军冀南军区第1军分区司
令员。参加百团大战，战功显著。

1942年4月，杨宏明奉命率两个
团攻打伪军占据的马鸣堂村，在战斗
中，他亲临前线指挥，并爬上房顶用机
枪扫射敌人，战斗胜利结束，冯二皮部
大部被歼，余者溃窜。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于4月29日
纠集大量兵力向杨宏明部发动围攻。
杨宏明准确判断敌情，指挥部队声
东击西，沉着应战，经奋力拼杀，成功
突围。在突围中，杨宏明中弹牺牲，时
年32岁。

“威名扬燕赵临西城乡留胜迹
忠魂归荆楚红安山水增光辉。”杨宏

明纪念馆上的这副挽联，记录着家乡
人民对先烈的缅怀之情。纪念馆里，还
清晰记载着杨宏明的母亲余细女、大
哥杨兴祖等两位烈士的英雄事迹。

中共抗战英烈——杨宏明

（上接第一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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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