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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9日致电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金
正恩祝贺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 在朝鲜劳动党成
立70周年之际，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并通过你，
向朝鲜劳动党中央、 全体党员以及全体朝

鲜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表示， 在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金日成主席、金正日总书记领导下，朝鲜劳
动党带领朝鲜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实现国
家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朝鲜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近
年来， 金正恩第一书记同志继承金日成主

席、金正日总书记遗志，领导朝鲜劳动党和
朝鲜人民，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方面取
得了积极进展。 衷心祝愿朝鲜人民在以金
正恩第一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
在朝鲜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
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中朝友谊有着光荣传统。

我们愿同朝鲜同志共同努力， 把中朝友谊
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 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
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最后衷心祝愿朝鲜劳动党不断
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
中朝友谊代代相传。

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

习近平向金正恩致贺电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作为城市发展理念和
建设方式转型的重要标志， 我国海绵城市建设“时间
表”已经明确且“只能往前，不可能往后”。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陆克华9日在此间说，目前
全国已有130多个城市制定了海绵城市建设方案。根
据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关部署， 确定的目标核心是通过
海绵城市建设，使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围绕这
一目标确定的时间表是到2020年，20%的城市建成区
达到这个要求。 如果一个城市建成区有100平方公里
的话， 至少有20平方公里在2020年要达到这个要求；
到2030年，80%的城市建成区要达到这个要求。 这是
一个总要求，各地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地目标，但
是只能往前，不能往后。

陆克华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说，按照国务院要求，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
选择了16个城市今年开展试点。江苏、安徽、辽宁等省印发
了指导意见，要求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所谓海绵城市， 就是充分发挥原始地形地貌对降雨
的积存作用， 充分发挥自然下垫面和生态本底对雨水的
渗透作用，充分发挥植被、土壤、湿地等对水质的自然净
化作用，使城市像“海绵”一样，对雨水具有吸收和释放功
能，能够弹性地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

我国今年试点建设
16个“海绵城市”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中国学术机
构9日发布的一份关于日本核材料问题的
研究报告显示， 日本长期贮存大量敏感核
材料，远远超出其实际需求，将给日本自身
和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带来核安全、 核扩
散和核恐怖主义三方面风险。

在这份由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与中国
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联合发布的报告
中，详细列举了日本对钚、铀等敏感核材料
的存储情况、生产能力和实际需求，指出日
本钚材料供需长期严重失衡， 拥有47.8吨敏
感度极高的分离钚，其中有10.8吨存于日本
国内，足够制造约1350枚核武器。

“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曾宣布实施‘无
剩余钚’政策，但20余年来日本分离钚的总
量反而增长了一倍。”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
秘书长陈凯在发布会上说。

日本核燃料有限公司下属的六个所后
处理厂计划于明年3月启动，并在2019年实

现全规模运行。报告显示，这些处理厂运行
后，每年将生产8吨分离钚。数量巨大且可能
持续增加的钚库存， 使得日本曾经宣称的
“无剩余钚”政策成为空谈。

报告还显示， 日本拥有约1.2吨用于科
学研究的高浓铀。“浓缩铀在日本民用、核电
的效用并不高。统观日本四十多年的核电运
营看，浓缩铀所提供的核燃料仅仅是全部的
9%。但日本政府为其花费大量资金，不得不
让人怀疑日本是否有其他企图。” 中国军控
协会高级顾问、核领域资深专家诸旭辉说。

确保分离钚供需平衡、尽量减少使用高
浓铀日益成为国际共识。陈凯表示，日本政
府对此一直十分积极，还推动其他国家做出
上述承诺。在此背景下，日本为何存储这么
多没有实际用途的核材料？如何确保这些核
材料的安全？一旦发生类似福岛核事故的惨
剧，周边国家会不会受到影响？“国际上不
少专家普遍认为，以日本的核能力，其一旦

做出政治决断， 将可在短时间内造出核武
器。”报告写道。

报告指出，日本的自然条件恶劣，地
震多发，核设施管理不良，贮存的敏感核
材料越多，发生安全事故的隐患也越大，
可能对自身和周边国家安全产生严重影
响。日本的核材料一旦被恐怖分子获取，
将产生严重的核恐怖主义威胁。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
本核材料问题并非无解， 关键是日方要
拿出诚意和负责任态度。

华春莹说， 日本长期存储大量敏感
核材料，其供需严重失衡，存在核扩散与
核安全等风险， 这早已引起各国政府和
国际学术界的担忧和疑虑。

“我认为，日本核材料问题并非无解，关
键是日方要拿出诚意和负责任态度，采取实
际行动解决国际社会关切。”华春莹说。

日本存那么多核材料干什么

据新华社杭州10月9日电 来自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等机构的科学家9日在杭州发布了一款自主研发的
生物3D打印工作站。 利用这款新的生物3D打印设备，
科学家们“打印”出了3D打印肝单元。

这两项研究成果9日获得了相关863计划项目专
家鉴定组的肯定，认为其不但推进了3D打印人工组织
器官的研发进程， 也为新药筛选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
案，将推动中国新药创制与开发。

据介绍， 成人肝脏由50到100万个称作肝小叶的
单元组成，肝小叶是肝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模仿肝
小叶结构制备肝单元，是制造人工肝脏的关键步骤。

我科学家自主“打印”出
3D打印肝单元

加速设施建设
近年来， 我国新能源汽车应用逐步

推进。 截至去年年底， 我国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已经超过12万辆。 今年上半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共生产76223辆， 销售
72711辆， 同比分别增长2.5倍和2.4倍。

随着新能源汽车走进千家万户， 充电
设施的相对缺乏更加凸显。 根据国家能源
局发布的数据， 截至去年底， 我国建成充
换电站780座， 交直流充电桩3.1万个。

“总体来看， 建设的速度相对滞后，
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短板或
瓶颈之一。”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郑栅洁
说， 近年来， 各地区、 各部门积极推动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但仍存在
认识不统一、 配套政策不完善、 协调推
进难度大、 标准规范不健全等问题。

针对充电难题， 此次意见明确， 坚持
以纯电驱动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主要战略
取向， 按照“桩站先行” 的要求， 分类有
序推进建设， 确保建设规模适度超前。

在建设目标方面， 意见提出， 到2020
年， 基本建成适度超前、 车桩相随、 智能
高效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满足超过500
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建立较完善的
标准规范和市场监管体系， 形成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充电服务市场。

国家电网公司是充电桩建设的重点
企业之一， 截至去年底， 其已累计建成
充换电站618座、 充电桩2.4万个。 据国
家电网有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 国家

电网将推进高速公路快充网络及重点城
市充电网络建设， 加快“四纵四横” 高
速公路快充网络及京津冀鲁、 长三角地
区主要城市间高速公路快充网络建设。

统一充电标准
充电设施标准不统一， 不仅会造成

重复建设， 更会影响用户体验。 此次意
见明确了“统一标准、 通用开放” 的原
则， 提出要加快制修订充换电关键技术
标准， 并促进不同充电服务平台互联互
通， 提高设施通用性和开放性。

在标准建设方面将有多项工作陆续
推进， 郑栅洁介绍， 一是尽快完成充电接
口和通信协议等关键国家标准的修订稿发
布； 二是新版国标发布以后， 要对存量的
充电设施进行改造升级， 尽快实现充电标
准全国统一； 三是制定无线充电等新型充
电技术标准； 四是计量、 计费、 结算等运
营服务管理规范。 同时， 还要加快建立充
电基础设施道路交通标识体系。

一些关键标准的制定正在加快。 工
信部近日发布消息称 ， GB/T� � 20234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3项系

列国家标准通过专家审查， 这标志着我
国充电接口标准修订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完善扶持政策
用户居住地是新能源汽车充电的重

要场所， 也是当前充电设施建设的难点
之一。 据业内专家介绍， 居民小区建设
充电桩遇到的主要困难一方面是车位不
足， 另一方面是安装充电桩涉及物业公
司、 业主委员会、 产权单位等多方， 实
际操作中协调难度较大。

此次意见特别提出， 鼓励充电服务、
物业服务等企业参与居民区充电设施建
设运营管理， 统一开展停车位改造。 对
有固定停车位的用户， 优先在停车位配
建充电设施； 对没有固定停车位的用户，
鼓励通过在居民区配建公共充电车位，
建立充电车位分时共享机制， 为用户充
电创造条件。 在增量方面， 意见提出，
原则上， 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100%建
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意见还明确了七大扶持政策： 一要简
化规划建设审批； 二要加大补贴力度， 加
快制定“十三五” 期间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财政奖励办法； 三要拓宽多元融资渠道，
有效整合各类公共资源为社会资本参与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创造条件； 四要加大
用地支持力度； 五要加大业主委员会协调
力度， 制定全国统一的私人用户居住地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示范文本； 六要支持
关键技术研发； 七要明确安全管理要求，
建立安全管理体系、 完善有关制度和标准。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促进新能源汽车应用，有利于缓解能源与环境压力、推动汽车产业结构优化和消费升级。近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部署大力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破解新能源汽车充电难题

“看点”
新华社发

新华社奥斯陆10月9日电 挪威诺贝尔
委员会主席菲弗9日宣布， 把2015年诺贝尔
和平奖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

2013年7月25日反对党议员穆罕默德·布
拉米遇刺， 突尼斯随后陷入了严重政治危机。
由突尼斯劳工总联合会牵头， 突尼斯工业、贸
易和手工艺联合会，突尼斯人权联盟和突尼斯
全国律师会等参加发起成立的突尼斯全国对
话大会推动了解决危机的政治进程。

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
获诺贝尔和平奖

据新华社洛杉矶10月9日电 美国北亚利桑
那大学9日发生一起校园枪击事件，致1人死亡，
3人受伤。校方发言人说，目前凶手已被控制。

据报道，当地时间9日1时20分左右，警方接
到有关此次枪击事件的首通报警。 目前关于枪
手的动机等调查工作还没有展开。 这是本月以
来美国发生的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

美又现校园枪击事件
致1死3伤

记者9日从国家旅游局获悉，由于存在价格欺诈等问
题， 山海关景区已不具备5A级景区条件并存在严重服务
质量问题，其国家5A级景区资质予以取消。丽江古城、西
溪湿地、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明十三陵景区等6家5A级
景区被严重警告，全国通报并限期整改。图为游客在山海
关景区游览。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交通运输部9日在南
海华阳礁举行华阳灯塔和赤瓜灯塔竣工发光仪式，宣
布两座大型多功能灯塔正式发光并投入使用。 这两座
灯塔的建成，填补了南沙水域民用导助航设施的空白，
将大大改善南海水域通航环境， 可为航经该水域的各
国船舶提供航路指引、 安全信息、 应急救助等公益服
务，降低船舶航行风险，减少海损事故发生。

据介绍，华阳和赤瓜灯塔于今年5月26日开工建设，分
别采用圆柱和锥筒柱形钢筋混凝土塔体结构。两座灯塔塔
身高50米，夜间发白光，设计灯光射程22海里，周期8秒。灯
塔还配置了4.5米灯笼，根据不同部件需求，采用铜、钢、合
金钢等多种材质制作， 并采用镀锌和喷涂防腐油漆等工
艺，提高了灯塔灯笼防腐蚀性能。灯塔安装了船舶自动识
别系统（AIS）基站和甚高频（VHF）基站，可为船舶提供定
位参考、航路指引、航海安全信息等高效的导航助航服务，
有利于提升周边水域助航、通航管理以及应急搜救能力。

我国南海两座大型灯塔
建成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