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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记者李忠
发、郝亚琳）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在人民
大会堂同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萨勒曼举行
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保持双边关系发
展势头，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习近平指出，我去年访问沙特时，同萨
勒曼国王就发展两国关系、加强国际和地
区事务合作达成的重要共识正在逐步得到
落实。我对此感到高兴。中沙关系具有实
现更大发展的潜力和条件，双方应把握两
国关系发展大方向，共创中沙关系更加美
好的未来。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沙特走符
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沙特为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所作努力，支持
沙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方支持沙特实现“2030愿景”，欢迎沙特
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全球合作伙伴，也
愿做沙特经济多元化的全球合作伙伴。中

国是沙特可靠稳定的原油出口市场，双方
应共同打造能源领域一体化合作格局，深
化通信、航天等领域合作，探讨建立金融和
投资合作平台。双方还应继续加强在文
化、教育、卫生、科技、旅游、新闻和安全等
领域的合作。

习近平强调，长期以来，中国同广大伊
斯兰国家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创立了不同
文明和谐共处的典范。中方主张，在处理
中东事务时，要坚持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
涉内政原则，通过政治对话化解分歧，缓解
热点问题紧张局势，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
道作用，更多倾听地区组织和国家声音，充
分考虑地区历史、民族、教派的特殊性。中
东很多问题，根子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
发展。中方愿同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沿线
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在开放中共享机会，
在互联互通中深化合作，促进和平发展。

萨勒曼表示，我对沙中关系高水平发

展深感满意。习近平主席去年对沙特的国
事访问十分成功，对推动两国全面友好合
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愿通过沙中高级别联合委员会这
一平台，进一步深化两国在经贸、投资、金
融、能源领域合作，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当今世界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等诸多
挑战，国际社会应当形成合力携手应对。
沙特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不干
涉内政、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冲突的立场，赞
赏中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要
作用。沙方希望中方在中东事务中发挥更
大作用，愿同中方共同努力，促进世界和地
区的和平、安全与繁荣。

会谈后，两国元首见证了经贸、能源、
产能、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双边合作
文件的签署，并共同出席了在国家博物
馆举行的“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
展”闭幕式。

习近平同沙特国王萨勒曼举行会谈
一致同意推动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3月16日，两名游
客在早樱树丛中拍照。

以“花开玉渊潭
报春第一枝”为主题的
北京玉渊潭公园第29
届樱花文化活动将于3
月17日正式开幕。公
园内的2400余株樱花
已陆续进入观赏期，早、
中、晚樱次第登场，预计
可持续观赏一个月。

新华社发

北京玉渊潭
早樱初放

据新华社马来西亚普特拉
贾亚 3 月 16 日电（记者刘彤
林昊）马来西亚警察总长哈立德
16 日表示，警方已获得国际刑
警组织针对涉金正男死亡案的
4 名朝鲜籍嫌疑人开出的红色
通缉令。

哈立德是在当天出席一场公
开活动后作上述表示的。他说，
这4名嫌疑人在2月13日案发当
天出现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现在
已经逃出马来西亚抵达平壤。

马来西亚检方此前指控，这
4 名在逃嫌疑人和另外两名来

自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女性嫌
疑人一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实
施了对金正男的蓄意谋杀。

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当
天也出现了这 4 名嫌疑人的照
片和个人信息，他们年龄在 32
岁到56岁之间，全部来自朝鲜，
状态为“被马来西亚司法部门以
谋杀罪通缉”。红色通缉令是国
际刑警组织要求他国协助侦查
犯罪时发放的七种国际通报中
最高级别的紧急快速通缉令，因
通报左上角的国际刑警徽为红
色而得名。

国际刑警组织对涉金正男案
朝鲜嫌疑人发出红色通缉令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15
日电（记者江宇娟 高攀）美
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5日宣布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
调 25 个基点到 0.75％至 1％
的水平，这是美联储自金融危
机以来的第三次加息，符合市
场普遍预期。

美联储当天结束货币政
策例会后发表声明说，2月份
以来的经济指标显示美国就
业市场继续走强，家庭消费继
续温和上涨，企业固定投资有
所企稳，整体经济活动保持温
和扩张步伐。

声明说，近几个季度以来
美国通胀水平逐步回升，接近
美联储2％的长期目标，但扣
除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
格，通胀率仍低于目标值。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季度
经济预测显示，今年美国经济
预计增长 2.1％，到今年年底
失业率预计为 4.5％，通胀率
预计为1.9％，与去年12月底
的预测一致。

美联储预计，到今年年底
联邦基金利率中值将上升至
1.4％。这意味着在本次加息
之后，今年还可能有两次加息。

美联储自金融危机以来第三次加息

据新华社上海3月16日电（记
者陈爱平、许晓青）上海迪士尼度假
区16日宣布，首次推出“春季畅游季
卡”。持卡游客可在指定时间范围多
次到访上海迪士尼乐园。

此次首发的“春季畅游季卡”针
对绑定身份证的个人，分为平日卡、
无限卡、周日卡三种，具体游玩时间
范围为2017年3月18日至2017年7
月16日期间，其中符合条件的老人、
儿童等也有相应优惠。

上海迪士尼首次推出
“春季畅游季卡”

据新华社长沙3月16
日电（记者谢樱）记者16日
从 湖 南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获
悉，为防止助学机构乱收
费，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近
日下发通知进一步整顿自
学考试招生秩序，要求新
生注册备案资料需学生本
人签字。

根据湖南省教育考试
院下发的通知，湖南各级教
育考试机构、各主考院校对
社会考生以及社会助学机
构的管理实行“谁注册谁负

责”，相关工作人员有告知
政策和核实是否交纳学费
的义务。新生注册时要详
细登记考生姓名、考籍号、
报考学校和专业、报考类
型、是否收取学费，要求考
生本人签名，并将包括但不
仅限于上述内容的资料制
成表格，形成注册登记表。
助学班考生的注册登记表
由主考院校报经考试院审
查备案后，方能注册。未备
案登记的考生，不能参加过
程性考核和学分认定。

湖南整顿自考招生乱象：

新生注册备案资料需学生本人签字

据新华社郑州3月16
日电（记者李亚楠）记者从河
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该省
已受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者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的申
请，开启了河南省网约车合
法、规范经营时代的大门。

根据河南运政信息网
向社会公布的《关于我省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线
上服务能力认定工作流程

的公告》，河南全省的出租
汽车行政管理机构开始全
面受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者的各项业务申请，包
括网约车经营者线上服务
能力认定和线下服务能力
许可、网约车车辆的许可、
网约车驾驶员的许可。

据介绍，以后不仅出租
车要持有“两证”，网约车也
必须办理。

河南全面启动网约车
经营许可业务办理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记者赵文君）记者从中国邮
政速递物流获悉，从16日起，
邮政EMS在全国推出“次日
递”时限承诺服务，在约定时
间内上门收寄的承诺范围邮
件，对于因EMS原因造成延
误的，用户可以要求退还已
支付的邮费。第一批承诺范
围包括24个省份62个重点
城市的互寄3782条线路。

据介绍，中国邮政速递
物流时限承诺服务将不断
扩大城市覆盖范围，并推出

“次晨达”“当日递”时限承
诺服务。中国邮政速递物
流拥有自主的邮政航空公
司，目前有全货机29架、自
有员工14万人，营业网点超
过5万个，业务范围遍及全
国的所有市县乡（镇），通达
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

邮政EMS推出“次日递”承诺

据新华社北京3月16日
电（记者陈聪）记者从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获悉，
食药监总局近期抽检发现标
示为福安药业集团庆余堂制
药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生产
的10批次药品不合格。

食药监总局通告指出，
标示为吉林省正辉煌药业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的 批 号 为
20150403、20160304 的藿香

正气丸（浓缩丸），武汉五景
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
为 15100401、 16020401、
16040403、16050402 的色甘
酸钠滴眼液，福安药业集团
庆余堂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的批号为 150901、160201、
160301、160401的注射用头
孢地嗪钠不合格。不合格
项目包括水分、可见异物、
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

食药监总局通告10批次药品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