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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
普在《美国医保法》草案被撤回后会见记者。

因未能争取到多数票支持，美国国会众议
院共和党领导层24日在众议院全体投票前的
最后时刻，撤回了旨在废除并替代“奥巴马医
改”方案的《美国医保法》草案。

新华社/路透

美国会共和党撤回新医保案
特朗普施行“新政”再遭重挫

新华社悉尼3月24日电（记者
孙奕 张正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
地时间24日下午在悉尼与澳大利亚
总理特恩布尔共同出席中澳经贸合作
论坛并发表演讲。

李克强表示，中澳建交45年来，
双边关系逐步迈入成熟、稳健的发展
轨道。2014年，习近平主席成功访
澳，中澳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当前，中澳双边贸易稳定增长，双
向投资更趋活跃，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既给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也有力促进了彼此经济稳定增长。这
种基于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关

系稳定而持久，能够经受国际风云变
幻的考验。

李克强指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
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中国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首要任务是集
中力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不断
改善人民生活，需要长期和平稳定的
外部环境。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
展道路，愿同澳方等各国一道树立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做亚太安全的压
舱石、世界和平的推进器；携手推动全
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坚持公平贸易，
相互扩大市场开放，加快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推进
亚太自贸区建设；积极适应和参与经
济全球化，解决好全球化进程中遇到
的问题，使其向更加包容普惠、公正合
理方向发展；用好双方资源禀赋迥异，
产业高度互补的优势，进一步放宽投
资准入，大力促进双向投资；继续秉持
兼收并蓄、开放包容，深化旅游、教育、
文化、地方等广泛领域人文交流与合
作，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强有力纽带。

李克强简要介绍了中国经济形
势，表示中国政府依靠改革创新稳增
长、调结构、防风险，去年实现6.7%的

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许多传
统产业在改造提升中焕发生机。今年
前两个月，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
中向好态势。我们将引导各方面把工
作重点更多放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上来，同时推进更深层次更高水平
的对外开放，营造公平、透明、规范的
营商环境，打造最具吸引力的跨国投
资目的地。

特恩布尔在致辞中介绍了李克强
总理此访期间双方达成的共识和成
果，表示澳中两国人民相互尊重，经济
互补性强，贸易投资往来历史悠久、增

长强劲，为双方创造了巨大增长和就
业机遇。保护主义不是摆脱低增长陷
阱的阶梯，而是会把陷阱越挖越深的
铲子。澳方愿同中方进一步挖掘服务
贸易和投资领域深化自贸合作的潜
力，加强创新研发合作，共同反对贸易
保护主义，促进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在内的自由贸易安排，更好实
现澳中两个伟大国家以及地区的共同
繁荣。

本次中澳经贸合作论坛由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会同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
委员会共同主办，来自中澳两国各界
人士500多人出席。

李克强出席中澳经贸合作论坛并发表演讲指出

加快RCEP谈判 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

新华社上海 3月 25 日电 （记
者贾远琨）记者25日从中国商飞公
司了解到，国内63名院士和专家组
成的评审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国
产大型客机C919 首飞技术评审，
建议在完成电磁兼容等试验及滑
行试验验证后可提请首飞放飞评
审，这标志着C919 向着首飞目标
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为 确 保 C919 首 飞 成 功 ，对
C919设计结果、制造状态、试飞和
客服工程准备工作进行确认，中国
商飞公司组织召开了C919首飞技
术评审会。评审委员会由来自中航
工业、中国商飞、中国航发、北航、西
工大、南航、哈工大等单位的63名
院士和专家组成，分为总体技术、机
体结构、飞控机械、航电电气、推进

燃油、制造和综合7个组，对C919
承担首次飞行任务的101架机的首
飞功能、构型、准备阶段的任务要
求、设计更改、制造偏离和试验完成
情况进行了质询和讨论。

评审委员会认为，C919首飞机
实际构型、全机功能和系统特性明
确，已在试验室试验、机上试验以及
低速滑行等环境下得到充分验证，装

机状态明确，符合设计要求。制造过
程、首飞试飞大纲等均按照适航法规
要求进行。

评 审 委 员 会 一 致 同 意 通 过
C919 首飞技术评审，并建议在完
成电磁兼容等试验及滑行试验验
证后可提请首飞放飞评审，这标志
着C919向着首飞目标又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

向首飞目标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国产大型客机C919通过首飞技术评审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者王
迪 孔祥鑫）记者24日从北京市住建委
获悉，今年北京地铁将建成开通中国内
地首条全国产化无人驾驶线路——燕房
线。该线路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无人驾
驶地铁车辆和技术，也是北京首条全自动
驾驶线路。

据介绍，燕房线位于北京西南部，全长
约16.6公里，共设有9座车站，预计列车最
高运行速度可达100千米／小时，共4辆编
组，最大载客量为1262人。作为北京首条
能够真正实现无人驾驶的线路，燕房线的
地铁列车达到了世界最高自动化等级标
准，从唤醒到出库、发车、行驶、停车、开关
门、回库、休眠、洗车等均由控制中心自动
控制，降低了人为操作失误可能带来的安
全风险。

除了已经进入动车调试阶段的燕房
线外，今年北京还将建成开通西郊线和
S1线（石门营至金安桥）2条轨道线路，其
中西郊线为北京首条现代有轨电车线路，
S1线为北京首条中低速磁悬浮线路。这
3条线路各具特色，极大丰富了北京的轨
道交通类型。

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7年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迎来了一个
新高峰，将全力推进20条（段）、超过350
公里在建线路。这将是北京轨道建设历
史上在建线路最多、在建里程最长、任务
最重的一年。 新华社“决心”号3

月 25 日电（记 者 张 建
松）经过 1个多月的艰
难钻探，我国科学家主
导的第三次南海大洋钻
探，25日成功“触摸”南
海洋陆过渡带基底，“决
心”号在南海北部的海
底1380米深处，钻取到
灰黑色的玄武岩。

上个月初正式拉开
帷幕的第三次南海大洋
钻探，共有来自13个国家
的66名科学家参加，包括

“决心”号 IODP367 和
IODP368两个航次、共4

个月时间。目标是在南
海北部的洋陆过渡带，钻
取南海张裂前夕的基底
岩石，揭示南海成因；检验
国际上以大西洋为蓝本
的“非火山型大陆破裂”理
论，揭示“陆地为什么会变
为海洋、海洋盆地怎样形
成的”科学之谜。

1个多月来，“决心”
号在南海北部海域共进
行了两个站位的钻探。
在第二个钻探站位的第
二个钻孔第 57管岩芯
中，成功钻取到玄武
岩。这个钻孔编号为

U1500B，位于北纬 18
度18.27分、东经116度
13.20分，钻探海域水深
3800多米。

据第三次南海大
洋钻探 IODP367 航次
中方首席科学家、中科
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孙
珍教授介绍，第二个钻
探站位正好位于华南
大陆的陆缘尽头和南
海洋盆开端之间的过
渡带上。目前钻取的
玄武岩，还只是“触摸”
到南海洋陆过渡带基
底岩石的“表皮”。“表

皮”之下的基底岩石还
有哪些“内涵”，还需要
继续向下钻探，才能最
终揭晓“谜底”。

玄武岩是地球洋
壳的主要组成物质。
2014 年，在我国第二
次南海大洋钻探中，

“决心”号曾首次在南
海中央海盆的大洋扩
张脊上，成功钻取到玄
武岩。

“此次在洋陆过渡
带钻取的玄武岩，看上
去颜色偏浅，矿物组成
上也有些特别之处。”
孙珍说，“其成分与扩
张脊玄武岩有什么差
别？其形成机制是什
么？下面还有什么岩
石类型？是否会有来
自陆缘和洋盆地幔的
岩石？这是我们非常
好奇、也是下一步钻探
最期待揭示的。”

由于在U1500B孔
里的钻头使用时间期限
已到，需要更换。在接下
来的三四天时间里，“决
心”号需要将长达5100
多米长的钻杆，一节一节
地从海里回收上来。更
换好新的钻头后，再一节
一节地接起来，通过位于
海底的“钻孔再入锥”，将
钻杆送回U1500B钻孔，
继续向下深钻。

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
全面启用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者胡浩）记者
25日从教育部获悉，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已全
面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教师工作经历、教学情况
和培训研修等信息都已录入基础信息库。

据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我国教师
规模庞大、类别多样、分布广泛，工作环节多，治
理难度很大。传统手段难以实现对教师队伍的
科学、精准、有效管理，为此，教育部2014年启
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工作。

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了全国教师基础信
息库，记录了教师学习工作经历、职称与岗位聘
任、教育教学、培训研修等信息。该系统由全
国、省级、市级、县级、学校层面分层管理，各自
拥有不同权限，教师也可以对系统中部分信息
进行阅览或更新。

5月1日起

芯片磁条复合卡
“磁条”功能将关闭

新华社上海3月25日电 记者近日从中国
银联了解到，5月1日起芯片磁条复合卡（既有
磁条又有芯片的银行卡）的磁条交易功能将关
闭，芯片交易功能保留。其他如纯磁条卡、芯片
卡将继续使用。

对于纯磁条卡用户，专家建议，持卡人应积
极换卡，及早享受“安芯”服务。据记者了解，目
前各家银行都在积极推出换卡服务，有换卡意
向的持卡人可持身份证和磁条卡前往发卡行网
点换芯片卡。

冻结新版入境限制令的要求被驳回

美联邦法官首次作出
有利特朗普的裁决

新华社华盛顿3月25日电 美国弗吉尼亚
州一名联邦地区法官24日驳回关于冻结暂禁
全球难民和西亚非洲6国公民入境的总统行政
令的要求，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有权决
定移民政策，以维护国家安全。

这是围绕入境限制令首个有利于特朗普
的司法裁决。美国司法部随后对这一裁决表
示赞同。

此前，夏威夷州和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官
分别作出裁决，认为特朗普新版入境限制令涉
嫌宗教歧视违宪。

中国内地首条
国产无人驾驶地铁线路

燕房线年内北京开通 “决心”号1380米深处
钻取到灰黑色玄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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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驻车臣部队遇袭
6名士兵牺牲，3名士兵受伤

据新华社莫斯科3月24日电（记者栾海）
俄罗斯国民近卫军驻车臣部队24日遭遇恐怖
袭击，总统普京要求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打击恐
怖主义。俄军部队和车臣地方当局正对此事展
开调查并采取防范措施。

据俄新社报道，莫斯科时间24日凌晨，6
名携带枪支和炸弹的武装分子企图潜入俄国
民近卫军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西北瑙尔斯卡
亚村的驻地夺取武器。双方发生交火，武装
分子被全部击毙，6名士兵牺牲，另有3名士
兵受伤。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普京已与
总理梅德韦杰夫、国防部长绍伊古等多位俄
联邦安全会议成员紧急讨论此次袭击事件。
普京表示，这一严重事件说明“我们正处在非
常复杂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团结各方力量打
击恐怖主义”。

俄驻北高加索地区国民近卫军副司令多洛
宁当天表示，在上述袭击事件发生后，俄驻北高
加索地区的所有部队已转入战备状态，以防范
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C919首架机停在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厂房外（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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