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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俄罗斯喀山3月23日
电 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六次会议
和第五届中俄政党论坛23日在俄罗
斯喀山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对会议和论坛
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他指出，坚持战
略协作精神和世代友好理念，坚定不

移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是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中
国共产党和统一俄罗斯党保持密切
的机制化交往， 对加强两党自身建
设、增进双边战略互信、助推两国务
实合作、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 经过近十年发展，

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会议和中俄政
党论坛已成为两党机制化交往的重
要平台。 这次会议和论坛分别以“执
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新理念新举措”
和“‘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
对接合作下的中俄地方合作” 为主
题，有助于两党加强理念沟通、推动
两国更好开展务实合作。

普京在贺信中说，俄中关系已达
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当今世界大
国之间相互协作的典范。俄中执政党
交往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相信，本次会议
和论坛活动将办得内容丰富、成果丰
硕，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俄中两国人民
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 � � �新华社堪培拉3月23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3月23日上
午在堪培拉议会大厦同澳大利亚总
理特恩布尔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建交45年来，中澳
友谊日益加深，各领域合作不断向前

发展。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保护
主义倾向抬头， 全球性挑战层出不
穷。 中方愿同澳方等各国一道，携手
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
定。 中国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同
澳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取

得更大发展，以实际行动发出促进贸
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现行全球
贸易体系的积极信号，为世界经济发
展注入持久动力，提供稳定预期。

特恩布尔表示，澳中关系与合作
不断深化，高层交往与沟通频繁。 澳

方愿深化两国互信，保持澳中关系与
合作的稳定性与连贯性。在当前保护
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推动全球自由贸
易有利于各国实现就业和经济增长。
澳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维护自由贸
易与市场开放，继续造福两国人民。

孟姣燕

恐怖袭击再次越过了英吉利海
峡， 直击英国首都的心脏。22日下午
发生在英国议会大厦附近的恐怖袭
击，成为自2005年以来英国遭遇最惨
重的恐袭事件。

这一天，比利时在欧盟总部所在
地舒曼广场纪念布鲁塞尔恐袭一周
年。威斯敏斯特宫的政要和议员们正
在开会，讨论包括“脱欧”在内的重要
议题。然而，暴恐发生时，距英国宣布
对穆斯林国家入境航班执行电子产
品禁令还不到一天。

一辆汽车、 一把白刃，“独狼”式
的袭击令欧洲防不胜防 。2016年 ，欧
洲大陆接连遭遇严重的恐怖袭击，被
外媒称为“恐怖之年”。多国拉响恐袭
警报，街头警力大幅飙升。

事实证明，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并
未让欧洲变得更加安全，宣布将在29
日正式启动“脱欧”程序的英国也很

难在恐袭的氛围中独善其身，依然阻
挡不了“独狼”式恐袭。这是为什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是经
济、政治、社会以及对外政策多重矛
盾相互交织，长期发酵的结果。整个
欧洲范围内有上千万的穆斯林移民，
他们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移民融入一
直是欧洲面临的困境。如今，在难民
危机背景下，欧洲各国民粹主义力量
急剧上升，更加剧了穆斯林群体与欧
洲主流社会的分裂。

此外，欧洲恐怖威胁的上升与其
奉行的对外干预政策不无关系。面对
中东乱局，英法积极参与，甚至主导
空袭利比亚， 致使恐怖组织异军突
起，难民问题殃及自身。若欧洲继续
走美国军事干预政策的老路子，最终
会导致反恐陷入恶性循环的死结。

欧洲的“暴恐之疾”，在腠理、在
肌肤，更在腹心。妥善处理移民融合、
铲除极端思想的土壤，及时调整反恐
策略才是理性之举。

中俄执政党机制化交往活动在喀山举行

习近平和普京分别致贺信

李克强同澳大利亚总理举行会谈

� � � � 据新华社伦敦3月23日电 英
国首相特雷莎·梅23日在英国议会
下院发表演讲时指出，22日英国议
会大厦附近的恐怖袭击事件嫌犯
出生在英国，曾因涉嫌暴力极端主
义行为遭英国军情五处调查。

特雷莎·梅说，袭击事件发生在
22日下午2时40分左右， 袭击者驾
驶汽车在议会大厦附近冲撞人群，
后下车持刀行凶。 袭击者最终被警
方击毙。 她说，在这起事件中，英国
人民显示了不惧恐怖主义的勇气。

英国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当
天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此次
“独狼式”袭击的目的就是要造成尽
可能多的死伤，这已经成为国际恐
怖主义袭击的新特征。 对此事的调
查仍在继续。

23日，英国警方将袭击事件死
亡人数由5人更正为4人，包括一名

被警方击毙的行凶者、 一名议会外
警务人员、一名40岁左右持英国护
照女性及一名50岁左右男子。 目
前，仍有29人在医院接受救治，其中
7人伤势严重。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23日确认，
一名中国公民在袭击事件中受伤。
使馆网站显示， 目前使馆已与受伤
中国公民及其家属取得联系， 并积
极提供领事协助。

恐怖袭击发生后， 英国警方在
伦敦、伯明翰等地抓捕8人，但是警
方并未透露抓捕行动是否与恐怖袭
击有关。23日，大量警员在英国议会
大厦附近巡逻，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
特拉法加广场当晚将为袭击事件遇
难者举行守夜活动。

英国警方本月曾表示，2013年
6月以来， 他们已成功挫败13起针
对英国的恐怖袭击图谋。

悲剧为何一再上演 英恐袭嫌犯曾遭英情报部门调查
一名中国公民在恐袭事件中受伤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中国
政府网23日消息， 国务院日前批复
原则同意《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
“十三五”规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

批复强调，通过规划实施，到“十
三五”末，我国运行和在建核设施安
全水平明显提高，核电安全保持国际
先进水平，核安保和应急能力得到增
强，核安全监管水平大幅提升，核安
全、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得到有效保

障。 到2025年，我国核设施安全整体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辐射环境质量持
续保持良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系
和监管能力实现现代化。

规划包含6项目标、10项重点任
务、6项重点工程和8项保障措施，提
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包括要按照国际
最新核安全标准发展核能与核技术
利用事业；强化依法治核理念；实施
最严格的核安全监管等。

国务院批复同意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

到2025年核设施安全
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 � � 3月23日， 中国4500米载人潜水器及万米深潜作业的工作母船“探索一
号”科考船结束科考任务返回海南三亚。 继2016年首航之后，“探索一号”科考
船于1月15日从三亚出发，再赴马里亚纳海沟海域执行科考任务，整个航程历
时68天，航行7929海里，共执行了113项试验与科考任务。 新华社发

“探索一号”科考船返航三亚

天下微评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记者
23日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近日发布通知称， 为切实
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 促进实体经
济发展，自2017年4月1日起，取消或
停征41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 同时将商标注册收费标准降低
50%。

根据《关于清理规范一些行政事
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 取消或
停征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共35
项，包括房屋转让手续费、农业转基
因生物安全评价费等；取消或停征的
涉及个人等事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共6项，包括预防性体检费、婚姻登
记费，收养登记费等。

下月起取消或停征41项
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