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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中国现代民族工
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华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
的亲密朋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
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副主席， 第七届、八
届执行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孙孚凌同志的遗体，
2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孙孚凌同志因病于2018年5月18日13时
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孙孚凌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孙孚凌同志逝世表示沉痛

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4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

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
痛悼念孙孚凌同志”，横幅下方是孙孚凌同志的
遗像。孙孚凌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上午9时许，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
来到孙孚凌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孙孚凌
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孙孚凌同志亲属一一
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
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孙孚凌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
往送别。

孙孚凌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孙孚凌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
种形式对孙孚凌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
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 � � �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记者 郁琼
源） 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5月24日在国
新办举行的深化自贸区改革开放方案及经
验复制推广发布会上介绍，2017年， 辽宁
等7个自贸试验区挂牌运行， 全国自贸试
验区的数量达到了11个，形成“1＋3＋7”
的试点格局。

国务院日前印发《进一步深化中国（广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进一
步深化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
开放方案》《进一步深化中国（福建）自由贸
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任鸿斌说，广东、

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运行以来，在多个领
域制度创新取得明显成效，改革红利、开放
红利逐步释放， 总体上达到了预期目标和
效果。

任鸿斌表示，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根本
目的是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
新途径、积累新经验。自2013年上海自贸试
验区设立以来，各自贸试验区深入探索、大
胆尝试，此前已形成123项可复制推广的改
革试点经验分批次向全国推广移植。

任鸿斌介绍，随着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
试点的不断深入， 又推出了一批效果好、风

险可控的制度创新成果，如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一企一证”改革，将原“串联”的多个审
批事项改为“并联”合并审批，使“多证”简化
为“一证”，简化了许可证办理流程，有效激
发了市场活力。

任鸿斌表示， 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和
省市对这些新制度创新成果进行了总结评
估， 又提炼形成了新一批30项可复制的改
革试点经验， 包括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的
改革事项27项和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复制
推广的改革事项3项，一共30项。近日，国务
院已正式批准印发。

国务院印发《方案》

全国自贸试验区
形成“1＋3＋7”试点格局

新华社记者 李拯宇 程大雨

24日， 随着一阵阵沉闷的爆炸声，位
于朝鲜东北部的丰溪里核试验场内，多条
核试验坑道被爆破。在包括新华社记者在
内的国际记者团见证下，朝方正式宣布废
弃这一核试验场。

丰溪里核试验场是朝鲜发展核武的
重要象征， 朝鲜先后在这里进行6次核试
验。舆论认为，朝鲜此举是在半岛局势酝
酿重大转变之际主动释放善意、向半岛无
核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今年以来，朝鲜在内政外交政策上作
出的重大调整令人瞩目。对内，朝鲜调整
了多年以来的经济与核武力建设并进的
战略路线，提出了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经济
建设的新战略路线；对外，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两次来华，并与韩国总统文在寅
在板门店会晤，还计划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新加坡举行会晤。这些举措与包括中国
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外交努力形成呼应，使
半岛局势不断走向缓和，出现了对话与和
解的良好局面，值得各方共同珍惜。

在各方寻求推动朝核问题解决、实现
半岛由对抗走向和解和平之际，朝鲜公开
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 释放出履行承诺、
推进半岛无核化的善意和诚意，有助于缓
和半岛局势、推动半岛无核化和半岛问题
政治解决进程，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和
支持。

朝核问题是半岛问题的重点，其本质
是安全问题， 朝美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关
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朝美围绕核
问题针锋相对、反复较量，但对抗不仅未
能解决问题，还使半岛和地区局势一再陷
入紧张乃至危急状态。 值得庆幸的是，今
年以来，朝美关系出现转圜契机。朝鲜领
导人多次确认半岛无核化目标，美方也对

朝方的安全关切作出正面回应。
朝美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单方面施压

转向对话协商各自在无核化和安全问题
上的关切，是双方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
大步。朝鲜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有助于
朝美进一步积累互信，为即将举行的朝美
领导人会晤营造良好氛围。

历史和现实决定了半岛问题的解决
不会一帆风顺。人们期待，在半岛局势处
于转圜向好的重要关头， 朝美双方能够
坚定信念 、着眼长远 ，抓住历史性机遇 ，
把朝鲜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作为新的起
点 ，继续相向而行 ，积小步为大步 ，加强
对话与沟通，不断扩大共识，消除疑虑和
分歧 ，沿着 “双轨并进 ”思路推动实现半
岛无核化。 这无疑有利于维护半岛的和
平与稳定， 有利于实现地区的长治久安
和繁荣发展。

（新华社朝鲜丰溪里5月24日电）

� � � � 据新华社朝鲜丰溪里5月24日电 朝
鲜24日在咸镜北道吉州郡的丰溪里核试
验场对多条坑道和附属设施进行爆破，
并宣布正式废弃这座核试验场。

当天上午， 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副所
长在核试验场向朝鲜、 中国、 俄罗斯、
美国、 英国和韩国媒体记者表示， 根据
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决定， 核武器

研究所中止了所有核试验活动并着手废
弃丰溪里核试验场。 他说， 核试验场共
有4条坑道， 一号坑道在2006年进行第
一次核试验后已被炸毁废弃。 2009年至
2017年进行第二次至第六次核试验的二
号坑道以及已经完工并随时可以用于核
试验的三号和四号坑道， 将采取坑道内
部和入口多点同时爆破方式进行破坏并

在爆破前邀请记者到坑道入口现场采访。
当地时间11时 （北京时间10时） 起，

在一阵阵沉闷的爆炸声中， 朝方先后对
二号、 四号、 三号坑道进行了爆破， 并
分批炸毁场内十多幢用于观测、 研究、
警备等目的的地面建筑物。

爆破活动结束后， 核武器研究所副
所长在被炸毁的坑道入口发表声明， 宣
布当天各项爆破作业成功， 确认完全没
有放射性物质泄漏， 也没有对周边生态
环境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声明强调， 以透明方式废弃核试验
场， 是朝鲜政府为了半岛和世界和平安
全而主动采取的努力。 朝鲜中止核试验
是为了推动世界核裁军进程， 朝鲜将继
续为了实现全球无核化与世界爱好和平
的人民携手共进。

这位副所长说， 在完成爆破作业后，
朝方将撤离所有剩余人员， 正式废弃核
试验场并封闭试验场及周边区域。

来自中国、 俄罗斯、 美国、 英国、
韩国的10家海外媒体记者组成的国际记
者团在现场对爆破拆除活动进行了采访。

2006年10月至2017年9月， 朝鲜先
后在丰溪里试验场进行了6次核试验。

今年4月20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七
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 从
次日起朝鲜将中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
弹发射试验； 为保证中止核试验的透明
性， 朝鲜将废弃北部核试验场。

朝鲜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

新华时评 迈向半岛无核化的重要一步

� � � �这张卫星图像显示的是朝鲜东北部的丰溪里核试验场（2018年5月23日摄）。
新华社发

� � � �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 闫子敏）针
对美方以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为由取消邀请中
方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 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24日表示， 中方在自身领土上开展正常
建设活动，进行正常军事训练，这是主权国家
固有的权利，拿一两个交流项目试图胁迫中方
放弃自己固有的权利，是不现实的，只能是徒
劳的。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作为对
中国在南海持续推进“军事化”的回应，美国五
角大楼撤销了对中方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
演的邀请。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美方试图把邀请不邀请参加军演和美方
提出来的所谓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挂钩。我在这
儿必须严肃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

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陆慷说。
他说，中方在自身的领土上开展正常建设

活动，进行正常军事训练，这是主权国家固有
的权利，也是中方捍卫自身主权安全、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的必要举措，与美方一直无端指责
中国的所谓“军事化”毫无关系。“美方没有资
格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

陆慷强调，加强中美两军交流本来也是美
方的一个诉求。“动辄就拿一两个交流项目试
图胁迫中方放弃自己固有的权利， 是不现实
的，只能是徒劳的。是不是邀请中方、搞不搞这
样的演习，都不可能改变中国为维护南海地区
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的意志，更加不可能动
摇中国捍卫自身主权权益和安全利益的坚定
决心。”

美取消邀请中方参加环太军演
外交部：胁迫中方放弃固有权利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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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华盛顿5月24日电（记者 刘晨 朱
东阳）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说，因近期朝鲜表
示出的“公开敌意”，他决定取消原定于6月中
旬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晤。

白宫当天早上发布了一封特朗普致金正
恩的公开信。特朗普在信中说，他十分期待与
金正恩的会面，但朝方在近日展现出“极大怒
气与公开敌意”， 他认为当前已不适合举行这

次计划已久的会晤。
特朗普还说， 他认为朝方此次“错失良

机”，但仍期待未来能与金正恩会面。他感到自
己与金正恩已建立起良好的对话，而最终真正
起作用的仍将是对话。

5月10日， 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宣
布，他与金正恩的会晤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
举行。

特朗普宣布：

取消与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晤

� � � �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4日就布基纳法索同台湾“断交”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布基纳法索政府发表
声明，决定自即日起同台湾“断交”。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陆慷说：“我们注意到布基纳法索政府发
表声明，决定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中
方对此表示赞赏。”

他说，众所周知，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
26届会议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明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该决议
所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

共识。一个中国原则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和13亿
多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中国同世界各国保持和
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前提和政治基础。

陆慷表示，当前，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9月中国将主办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必将掀起中非友好合
作新的高潮。近年来，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纷纷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重返中非友好
合作大家庭，充分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
向，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我们欢迎布基纳法
索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早日加入中非友好
合作大家庭。”

布基纳法索决定与台湾“断交”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