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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
侯丽军）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媛7日在中南海会见荷兰国王威廉－
亚历山大和王后马克西玛。

习近平说，威廉－亚历山大国王
和王后在中国传统新春佳节到来之际

访华，我们感到格外高兴。2014年我
对荷兰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共同确定
了中荷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新定位，为两国合作制定了发展目标
和规划。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我们达
成的共识和互访成果得到落实，两国

关系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双方相互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政治
互信不断深化，贸易、投资、创新、人文
等各领域交往合作成果丰硕。中荷关
系正站在新起点上，面临新的发展机
遇，相信在新的一年里，两国将通过共

建“一带一路”开展更多的互利合作。
威廉－亚历山大国王首先向习近

平主席和中国人民拜年，祝愿新的一
年里中国取得新成就，荷中关系取得
新发展。威廉－亚历山大表示，我祝
贺中共十九大成功召开，中国发展有

着光明的未来。荷兰始终高度重视发
展对华关系，相信“一带一路”倡议将
给荷兰带来更多机遇，荷方愿积极参
与共建进程。荷兰愿参加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荷方希望同中方加强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习近平会见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

新华社哈尔滨2月7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7日
分别向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开幕式
致贺辞。

习近平在贺辞中指出，中俄两国
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世
代毗邻而居，友谊源远流长。地方是
中俄开展全方位互利合作的重要力

量。我和普京总统共同决定2018年
至 2019 年举办中俄地方合作交流
年，相信这项重大活动将激发两国地
方合作热情，挖掘双方合作潜力，带
动更多地方、企业、民众加入中俄友
好合作和共同发展事业，为中俄关系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
动力。

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都处于国
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时期，发展
蓝图高度契合，地方合作大有可为。
相信两国政府和各地方将密切合作、
精心组织，将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打
造成中俄关系的新亮点，共同开创中
俄关系美好未来。

普京在贺辞中表示，俄中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快速向前发展，双方
合作范围持续拓展，合作内容不断丰
富。地方合作是俄中关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俄中地方合作交流年这项规模
宏大的活动是对双方互办国家主题年
传统的延续，旨在加强俄各联邦主体
和中国各地方的联系和互利合作。双
方将在地方合作交流年框架内举办上

百项活动，包括投资推介会，贸易、工
业和农业展览会，研讨会，艺术节，团
组互访等。两国地方代表还将在圣彼
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东方经济论坛、俄
中博览会框架内积极交流接触。相信
俄中地方合作交流年有助于双方落实
各领域富有前景的倡议，充分开发地
方合作的巨大潜能。

习近平同普京分别向
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开幕式致贺辞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通知》精神，中央政法委、中
央综治委、公安部近日印发《关于集中
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的通知》，
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在春节前后集中
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将操纵、
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
势力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将农村赌博
问题放在春节前后的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重点来抓，切实采取有效有力措施，
确保取得明显成效，让人民群众过上
舒心、祥和的节日。

《通知》指出，春节期间是农村赌
博的高发期。农村赌博往往与黑恶
势力违法犯罪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

家庭和谐幸福，严重败坏乡风文明，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严重影响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年
来，各地各有关部门按照中央部署，
不断加大对赌博违法犯罪的打击力
度，取得明显成效。但在一些地区特
别是农村地区，赌博违法犯罪形势依
然严峻，多发态势仍未彻底扭转，且
呈现出涉赌人员向因征地拆迁补偿
等形成的“暴富”群体和农村“三留
守”人员蔓延，参赌方式更趋多样化，
向“网络空间”转移，向更隐蔽空间转
移等新特点。

《通知》强调，各级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要切实履
行各自职责，坚决依法集中打击整治
农村赌博违法犯罪。要强化调查摸

排，锁定打击重点。通过组织明查暗
访、发动群众有奖举报、开展网上巡
查等多种方式，迅速摸排掌握一批涉
及农村及地下赌博的重点地区和案
件线索，确定打击重点。要强化面上
清查，注重打早打小。指导和推动县
级公安机关及派出所，紧盯重点地
区，优化勤务机制，延伸城郊及农村
地区警务管控区域，落实多方参与的
网络化巡逻防控，对赌博违法犯罪活
动坚持“露头就打”。要强化专案侦
办，坚持依法惩处。对重要案件线
索，具体落实侦控打击。对打掉的所
有赌博团伙，都必须查清为首骨干分
子，查清组织者、经营者、获利者，查
清有无幕后“保护伞”，查清涉案账
目、资金、物品等详细情况，严厉打击

暴力护赌、催逼赌债的黑恶势力，做
到主要犯罪嫌疑人不抓获不放过、团
伙骨干和利益链不打掉不放过、“保
护伞”不挖出不放过，形成依法惩处
的强有力震慑。要强化宣传教育，引
导知法守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
设，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广泛开展文
明村镇、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等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大农村普法
力度，提高农民法治素养，建设法治乡
村，打造“不爱赌、不想赌”的环境。

《通知》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形
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各级党委政
法委和综治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要亲
自研究部署，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进一步明确各有关单位在集中

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工作中
的职责任务，做到各负其责、各司其
职、通力协作、齐抓共管，形成整体工
作合力。要将集中打击整治农村赌
博违法犯罪纳入综治工作（平安建
设）考核体系，将考核结果作为对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
重要内容。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对农村赌博违
法犯罪问题突出的地区，通过通报、
约谈、挂牌督办等方式，限期进行整
改；对因重视不够，整治农村赌博违
法犯罪问题工作措施不落实而导致
违法犯罪现象严重、治安秩序严重混
乱或者发生重特大案事件的地区，依
法实行一票否决权制，并追究有关领
导干部的责任。

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公安部印发通知要求

集中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

中国空军苏－35战机
飞赴南海战斗巡航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中国空军7日发布消
息，空军苏－35战机近日飞赴南海参加联合战斗
巡航任务，这是空军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开展实
战化军事训练的务实行动。

苏－35是多用途战斗机，具备制空作战和对
地、海面目标精确打击能力。苏－35战机开展实战
化军事训练，有助于增强空军远程远海作战能力。

中国空军表示，一以贯之坚持科技兴训、依法
治训、按纲施训，全面推进新时代练兵备战、不断
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

2月7日，工作人员演示通过警用机器人报
警求助。当日，为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确
保旅客出行安全，深圳铁路警方联合深圳市人工
智能行业协会在深圳北站投入20台警用机器人，
组成机器人警察编队，为春运保驾护航。这支“特
殊”的安保队伍集众多功能于一身，不仅可以配合
公安机关开展治安巡逻、监控报警，还能为旅客提
供安全咨询、资讯播报和禁烟监督等服务。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机器人警察编队
亮相深圳北站

我国外储规模
已达31615亿美元
连续第12个月回升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刘开雄）中
国人民银行7日公布数据，2018年1月末，我国外
汇储备规模较2017年12月末上升215亿美元，
达到31615亿美元。这是我国外汇储备自2017
年1月以来连续第12个月回升。

台湾花莲发生6.5级地震
7人遇难 260人受伤 67人失联

这是倾斜倒塌的云门翠堤大楼。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我国首个深海实时科学
观测网在西太平洋建成

图为科考队员在布放潜标。
2月7日，我国新一代海洋综合科考船“科

学”号在完成2017年西太平洋综合考察航次后，
返回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母港。科考队员在本航
次成功建成我国首个深海实时科学观测网，西太
平洋深海3000米范围内的温度、盐度和洋流等
数据实现1小时1次实时传输。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表示，观测
网获取的数据，将为我国科学家研究西太平洋环
流的三维结构、暖池变异及其对中国气候变化的
影响提供宝贵资料，为我国的气候预报和环境保
障业务提供重要的基础支撑。 新华社发

新
华
社
发

第五个南极科考站
选址奠基仪式举行

据新华社“雪龙”号2月7日电（记者白国
龙）经过20多天连续施工，中国第五个南极科考
站——罗斯海新站7日在恩克斯堡岛正式选址
奠基。

当地时间7日下午，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队
在南极恩克斯堡岛举行了简短而隆重的罗斯海
新站选址奠基仪式。在巨石遍地、如同雪中戈壁
的荒岛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零下20摄氏度的
呼啸寒风，在数十个集装箱拼接成的临时建筑前
冉冉升起。

罗斯海新站位于南极三大湾系之一的罗斯
海区域沿岸，面向太平洋扇区，是南极地区岩石
圈、冰冻圈、生物圈、大气圈等典型自然地理单元
集中相互作用的区域，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目前
已有美国、新西兰、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在此区域
建设了7个考察站，全球最大的海洋保护区也设
于这里。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
罗争光）针对台湾花莲县日前发
生的强烈地震，中国红十字会7日
决定向台湾红十字组织提供100
万元人民币紧急救灾款，用于受
灾民众的人道救助。

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第
一时间与台湾红十字组织取得联
系了解灾情，并致慰问电表达对台
湾受灾同胞的关切。

中国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继续关注灾情和救助进展，并
将根据灾区需求随时做好派遣救援
队赴台开展救援的准备。

中国红十字会
向台湾花莲地震灾区
提供100万元人民币
紧急救灾款

7日23时21分
台湾花莲
发生6.1级余震

据新华社电 中国地震台网正
式测定，7日23时21分，台湾花莲
县附近海域（北纬24.07 度、东经
121.79度）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
度12.0公里。

新华社花莲2月7日电 （记者
李慧颖 李凯）6日23时50分，台湾
花莲县附近海域发生6.5级地震，截
至7日24时，已有7人在地震中遇
难，260人受伤，67人仍处于失联中，
其中1名大陆游客于当晚21时宣告
伤重不治。

据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消息，
花莲市统帅饭店、云门翠堤大楼、国
盛六街2号大楼、国盛六街41号民
宅等4处建筑物受损，台“中央灾害
应变中心”共调度17个消防机关、出
动搜救人员1044人，全力抢救受困

民众。目前花莲当地已开设3处收
容所，收容560名受灾民众。

截至目前，花莲地震已造成7人
死亡，其中包括1名大陆女游客。台
湾花莲慈济医院院长林欣荣7日晚
向大陆媒体证实，在花莲地震中受重
伤入院的女性福建游客于当晚21时
伤重不治宣告死亡。

当天早些时候，林欣荣在接受大
陆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该游客被送到
医院时已失去生命意识，经抢救恢复
心跳，并在加护病房持续治疗，当时
虽有心跳、血压，但处于濒临脑死亡

状态，病情非常危险。
“她的心脏开始跳动，心跳、血压

恢复正常，可是她大脑的功能一直还
没恢复回来。”林欣荣告诉记者。

据介绍，与这名女士同来台湾旅
游的还有她11岁的儿子，以及同样
来自福建的朋友一家三口。其丈夫
当日也已紧急办理赴台手续。

地震发生后，花莲慈济医院共接
治了6名大陆游客，除该女士外，还
有1名北京游客因左足撕裂伤及肌
肉肌腱断裂需留院治疗，其他4人均
为轻微伤。

目前，云门翠堤大楼内仍有52
名民众受困失联，大楼严重倾斜，可
能倒塌，救援人员运来消波块及水泥
预拌车灌浆，当作钢梁的基桩，以避
免建筑物因余震造成二次损坏，并保
障搜救人员安全。

台气象部门统计，继6日23时
50分发生6.5级地震后，余震不断，
已经发生160起以上余震，为花莲近
50年来所未见。7日23时21分花
莲再次发生6.1级余震，台气象部门
预计余震还要持续两周，不排除未来
有更强烈地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