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众在展出的新一代地铁列车车体内参观（9月7日摄）。 正在举办的长春轨道交
通展上，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新一代地铁列车，该车能实现全自动
无人运行，采用全碳纤维车体结构，操作更加智能化、人性化。 新华社 图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8日发
表讲话，谈及与美国关系，说伊朗
在经济和宣传层面正面临美国发
动的“战争”。美国一方面对伊朗
民众施压， 另一方面又放话称想
要谈判， 伊朗绝不会妥协于美国
的压力。

鲁哈尼在讲话中说， 美国不
断施压伊朗的同时， 每天又通过
各种渠道表露谈判意愿。“我们究
竟该相信哪一个？ 是你们传递的
信息，还是不讲道理的行为？如果
你们当真为伊朗民众着想， 那又
为什么对他们施压？”

伊朗总统办公室回应， 鲁哈
尼不会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
晤特朗普。 ■据新华社

美国多家媒体8日报
道， 特朗普政府曾数次同
一些委内瑞拉军官举行秘
密会晤， 听取他们推翻马
杜罗政府的计划。

《纽约时报》当天援引
两国知情官员的话说，会
面于去年和今年在第三国
举行， 委军方人士向与会
的美外交人员要求提供技
术设备支持， 以谋求在委
实施政变并扶持建立一个
过渡政府， 直至举行新的
大选。 但美方最终没有提
供支持， 随着多名委参与
人员此后被捕， 政变计划
也宣告失败。

《华盛顿邮报》和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也证实
了这一消息，并援引美国国
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加雷
特·马奎斯的话说， 美国倾
向于推动委民主“和平有
序”地回归。

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关
系自1999年查韦斯任总统
后一直处于紧张状 态 。
2017年以来，美国以“民主
和人权”问题为由不断扩大
对委经济和金融制裁。美国
总统特朗普去年8月曾表
示，不排除对委内瑞拉采取
军事行动。委政府则强烈谴
责美国干涉委主权的行为，
并批评美国对委内瑞拉的
攻击性言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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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公安部就《公安机关
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
（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草案规定， 公安民警依法
履行职责、 行使职权受法律保
护，执法活动不受妨害、阻碍，
民警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
全不因民警履行职责、 行使职
权行为受到威胁、侵犯，民警及
其近亲属的人格尊严不因民警
履行职责、 行使职权行为受到
侮辱、贬损。

草案明确， 民警在依法履
行职责、行使职权过程中或者因
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遇到下
述情形的，公安机关应当积极维
护民警执法权威。 这其中包括：
受到暴力袭击的； 被车辆冲撞、
碾轧、拖拽、剐蹭的；被聚众哄
闹、围堵拦截、冲击、阻碍的；受

到扣押、撕咬、拉扯、推搡等侵害
的； 本人及其近亲属受到威胁、
恐吓、侮辱、诽谤、骚扰的；本人
及其近亲属受到诬告陷害、打击
报复的；被恶意投诉、炒作的；本
人及其近亲属个人隐私被侵犯
的；被错误追究责任或者受到不
公正处理的；执法权威受到侵犯
的其他情形。

本次公布的草案提出，民
警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履行职
责、行使职权，对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由其
所属公安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补偿。

草案还提出， 公安机关应
当严格依法依规开展执法过错
责任追究工作。非因法定事由、
非经法定程序， 不得对民警采

取停止执行职务、禁闭等措施，
不得作出免职、降职、辞退等处
理或者处分。

同时，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
应当成立由督察长为主任，警
务督察和法制、警令指挥、警务
保障、政工人事、新闻宣传及执
法办案等部门为成员的维护民
警执法权威工作委员会。

社会公众可登录中国政府
法 制 信 息 网 （网 址 ：http:
//www.chinalaw.gov.cn）、公
安部网站（网址：http://www.
mps.gov.cn） 查阅草案稿。有
关意见建议可在2018年10月6
日前， 通过中国政府法制信息
网主菜单“立法意见征集”栏目
提出， 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方式
发 送 至 gonganzhifa@163.
com。 ■据新华社

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0
周年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
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值此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之际， 我谨代表中国共产
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并以我
个人的名义，向委员长同志并通
过你，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
朝鲜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
挚的祝愿。

习近平表示， 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
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事业中取得了显著成就。近
年来， 委员长同志带领朝鲜党
和人民， 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
面采取一系列积极举措并取得
重要成果， 朝鲜社会主义事业

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对此感
到由衷高兴。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山水
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
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
心培育的， 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
富。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友
好合作关系，维护好、巩固好、发展
好中朝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
不移的方针。今年我同委员长同志
三次会晤，进一步明确了两国关系
发展的方向。我愿同委员长同志携
手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
展，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促
进地区和平稳定。衷心祝愿朝鲜人
民在以委员长同志为首的朝鲜劳
动党领导下，在国家发展建设事业
中取得更大成就。衷心祝愿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
幸福安康。 ■据新华社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向金正恩致贺电
携手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朝鲜9日在平壤举行盛大阅
兵式和群众花车游行， 热烈庆祝
建国70周年。

金日成广场装饰一新， 到处
张贴着标语，彩旗飘扬，一派节日
景象。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率党
政军领导人出席活动， 来自世界
各地的数百名外宾、 各国驻朝使
节、海外朝鲜人代表参加。

阅兵式开始前， 朝鲜最高人民
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致辞。
他表示，近年来，在金正恩同志领导
下，朝鲜在经济建设等领域取得了巨
大成就。全体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劳动
党的周围，贯彻今年4月七届三中全
会提出的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经济建
设的战略路线，并为世界和平与半岛
的自主统一作出贡献。

朝鲜人民军海陆空三军以及
工农赤卫队、学生兵、女兵等数十个

方阵接受检阅依次通过主席台，装
甲车、坦克、火炮、多管火箭炮等武
器装备也亮相阅兵式。朝鲜战机进
行空中表演，15架飞机在天空组成
“70” 图案，5架飞机喷出朝鲜国旗
红白蓝三色彩烟，以示庆祝。

阅兵式结束后，朝鲜群众或手
持彩旗，或手舞花束，簇拥着花车通
过金日成广场。花车上矗立着金日
成和金正日的雕像及赞扬朝鲜社
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装饰，表达贯彻
党中央4月会议决定的决心和期盼
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

游行结束后， 金正恩专门前
往主席台两侧， 向观礼嘉宾和群
众挥手致意。广场高奏乐曲，人们
高唱革命歌曲。

整个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持续
2个小时。数十家外媒的数百名记
者专程来到平壤进行报道。

■据新华社

连线

朝鲜举行盛大阅兵式庆祝建国70周年
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外宾等参加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说，来自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封信
正在路上， 他相信来信含有“积
极”内容。

前一天，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
上称赞朝方表态积极， 对实现朝
鲜半岛无核化表达乐观。

特朗普7日乘坐总统专机“空
军一号” 从蒙大拿州前往北达科
他州途中告诉媒体记者：“我知道
有一封信正在送给我的路上，一
封金正恩写给我的个人信件……
它昨天在边界移交。”

韩联社分析， 特朗普所说“边
界”明显是指朝韩军事分界线，由此
猜测这封信可能是朝美军方7日（美
国时间6日）在板门店会面时移交。

一名美方高级官员说，7日早
些时候，美军少将、“联合国军司令
部”参谋长迈克尔·米尼汉和驻韩
美军代表在板门店与朝鲜陆军中
将安益山会面， 讨论移交朝鲜战

争期间失踪美国军人遗骸事宜。
特朗普7日谈及这封来信时

说：“我认为它将是一封积极的来
信。”他6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感谢金正恩对他表达“坚定信
心”，说“我们将一道实现！”

韩国总统特使团5日赴朝商
讨首脑会晤事宜， 获得金正恩接
见。韩方特使团首席代表、总统
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
溶6日说， 金正恩告诉韩方特使
团，他对特朗普的信心“不变”，没
有向任何人说过特朗普坏话。

按照韩方特使团成员的说
法， 金正恩首次就半岛无核化给
出时间表， 说想在特朗普总统任
期2021年结束前实现朝鲜半岛无
核化、结束朝美敌对关系。

特朗普7日赞赏朝方表态，
说：“那是非常积极的声明， 他提
到我的那些话。 从没有过更积极
的声明。” ■据新华社

特朗普说金正恩来信“在路上”

公安部拟推新规：
民警履职致公民权益受损个人不担责

特朗普政府曾同委军官密谈政变？
美媒报道：美方最终没有提供支持 鲁哈尼称伊朗面临

与美国“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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