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7日访问朝鲜，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会面。双方同意，将“尽可能早”地举行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
晤。按照美方的说法，朝方邀请核查人员前往朝鲜，确认丰溪里核
试验场废弃情况。

朝美助推
第二次“金特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
特说，美朝双方讨论了特朗普与金
正恩第二次会面的地点和时间。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蓬佩奥此
行并未敲定第二次朝美首脑会晤的
时间和地点，但朝方和美方均明确
表达了尽快举行第二轮“金特会”的
意愿，并决定早日启动相关工作磋
商，因此首脑会晤的最终方案可望
在双方进一步磋商后出炉。

分析人士指出，朝美首脑会晤
对推动双方谈判具有重要作用，而
且鉴于两国最高领导人在今年以来
的互动中展示出一定程度的互信，
第二次朝美首脑会晤有可能取得一
些成效，但对朝核问题的实质解决
会有多大作用，还有待观察。

韩总统对朝美首脑再会晤
显现乐观情绪

特朗普7日晚些时候在社交媒
体“推特”写道：“蓬佩奥与金主席今
天在平壤的会晤不错。新加坡达成
的共识取得进展。我期待与金主席
在不远的将来再次见面。”

韩国总统文在寅同样显现乐观
情绪，说希望美朝领导人再次会晤
能够“就无核化及和平进程取得不
可逆、决定性进展”。

然而，在路透社看来，蓬佩奥的
说法听似“更为谨慎”。

青瓦台说，蓬佩奥告诉文在寅：
“我们今天迈出一步，仍有路要走。”

那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方随行
官员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分析人士认为，文在寅的表态
是有意深化朝美互信的积极信号。

美国务卿第四次朝鲜之行
“比上次好”

美方访朝代表团随行记者报道，
蓬佩奥与金正恩会晤两个小时，随后
在平壤百花园迎宾馆共进午餐1个半
小时，两人会面时间共计3个半小时。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方随行
官员说，蓬佩奥第四次朝鲜之行“比
上次好”。蓬佩奥7月第三次访朝
时没有见到金正恩。

蓬佩奥离开平壤后前往韩国，
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向韩方介绍
他的访朝情况。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披露蓬佩奥
朝鲜之行更多细节。按照青瓦台的说
法，蓬佩奥和金正恩同意，“尽可能早”
地举行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双方
讨论了无核化步骤、美方如何核查、以
及美方将予以朝方哪些“回报”。

朝方称丰溪里核试验场的
废弃“不可逆”

朝鲜媒体在报道中并未提及
双方在无核化问题上是否达成进
一步共识，只是笼统谈及双方讨
论了无核化议题，不过报道显示
朝方对此次会谈的成果给予了高
度评价。蓬佩奥告诉媒体记者，

“访问不错”。
诺尔特当天晚些时候在一份声

明中说，金正恩邀请核查人员前往
丰溪里核试验场，以确定那座试验
场的废弃“不可逆”。

朝方5月24日废弃丰溪里核
试验场，炸毁地下坑道和一些地面
附属设施。国际记者“见证”下，爆
破持续数小时。

按照诺尔特的说法，会晤富有
“建设性”。

美国务卿访朝与金正恩会面

双方同意尽快举行第二次

朝美需深化互信
延续对话势头

尽管朝美对蓬佩奥此行的成果
均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满意，但分析
人士指出，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立
场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要取得实质
性进展仍有较大难度。

近日，朝鲜重申了要求美方尽
快就发布朝鲜战争终战宣言采取行
动的立场。专家认为，对于朝方已经
做出的一系列实质性善意举措，美方
也应予以积极回应，只有这样才能深
化互信，进一步延续对话势头。

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如
果真的要发表终战宣言，美方无疑会
考虑宣言的内容和措辞，以及美方需
要从朝方“索取”怎样的去核承诺作
为同意签署该宣言的“回馈”。

（据新华社平壤10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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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

■ 人民日报评论员

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事关我国区
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实现，事关我国新
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的协调发展，事关我国周边和东北
亚地区的安全稳定。

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国家发展大局，立
足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明
确提出了 6 个方面的要求，也是重大
工作部署，对于我们推进新时代东北
全面振兴，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
强支撑，具有深远意义。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
化改革；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激

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科学统筹精准
施策，构建协调发展新格局；更好支持
生态建设和粮食生产，巩固提升绿色
发展优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更加关注补齐民
生领域短板，让人民群众共享东北振
兴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形
势，坚持问题导向，确立了全面振兴东
北的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指
导性，是推进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
重要方法论，为东北地区破解矛盾、扬
长避短、发挥优势指明了努力方向。

把握东北振兴的重点任务，就要
把深化改革摆在首要位置。东北地区
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问题，解决这些
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还要靠全面深化

改革。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要“在谋划地区改革发展思路
上下功夫，在解决突出矛盾问题上下
功夫，在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上下
功夫”；强调要“重点从有利于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加快培育经
济增长新动能、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
主体活力、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有利于调动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积
极性等方面完善改革思路”。“三个下
功夫”明确了深化改革的着力点，“五
个有利于”突出了完善改革思路的总
原则。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
定改革信心，做实改革举措，释放改革
活力，提高改革效能，就能为新时代东
北全面振兴提供强劲动力。

把握东北振兴的重点任务，就要
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各个方面。新发
展理念是指挥棒、红绿灯，是管全局、
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只有依靠创
新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积极
扶持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才能激发创
新驱动内生动力；只有培育发展现代
化都市圈，形成东北地区协同开放合
力，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和交流合
作，才能构建协调发展新格局；只有贯
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利用东北
地区的独特资源和优势，更好支持生
态建设和粮食生产，才能巩固提升绿

色发展优势；只有深度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加快落实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
重点任务，完善重点边境口岸基础设
施，才能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只有更加
关注补齐民生领域短板，保障好城乡
生活困难人员基本生活，加大东北地
区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力度，才
能让人民群众共享东北振兴成果。

实现东北振兴，是历史赋予我们
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使命。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东北振兴
的一系列决策部署，一以贯之、久久为
功，东北地区就一定能重塑环境、重振
雄风，实现全面振兴。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发挥优势，把握东北振兴重点任务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国内游人次和收入
——国庆黄金周消费市场盘点

10月份是楼市的传统旺季，但今
年黄金周期间，多个城市新房成交量
价齐跌，部分开发商开始变相降价，以
折扣或优惠的方式促销。据中国指数
研究院统计，黄金周期间，全国多城楼
市成交遇冷。其中，北京新房成交下
降20％，深圳更是“腰斩”，三线城市新
房成交同比下降51.5％，降幅最大的
扬州跌幅超过90％。

上海链家市场研究院分析师赵葆

根认为，目前市场供应较为充足，购房
者观望情绪浓重。从中报分析来看，大
多数房企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下一步
或有更多房企加大促销力度。

二线城市新房市场也在降温中促
销。记者在厦门调查发现，厦门房地产价
格和成交量存在不同程度回落，与此同
时，不少楼盘纷纷加入促销优惠的行列。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
进表示，国庆期间许多城市楼市清淡与调

控政策持续严厉有关，特别是一二线城市
调控力度依然不放松，购房者观望情绪较
大，二手房置换效率也明显降低。

“调控政策严格的北京、上海、深
圳、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已经出现房
价下行的苗头。”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
张大伟说，“房价调整正从点到区域扩
散。热点城市楼市逐渐降温，当前的购
买力很难再支撑市场继续冲高。”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据商务部监测，10月1日至7日，
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4
万亿元，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十一”黄金
周增长9.5％，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式
消费引领潮流。

根据各大电商平台的数据，升级类
产品销量增长明显。天猫数据显示，10
月1日至3日期间，智能翻译机销售同比
增长 361％，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

89％，包括扫地机器人等在内的智能机
器人增幅更是高达332％。根据苏宁易
购发布的国庆消费报告，升级类家电产
品也受到热捧。70寸及以上的电视销
量同比增517％，洗干一体机销量增长
195.9％，破壁料理机销量增长超10倍。

消费者在买得更好的同时，也能玩
得更好，网上订餐、定制旅游等新消费
模式持续火热。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

一些线上旅游平台定制旅游销量增长
50％以上。美团旅行的数据显示，黄金
周期间，美团APP在出境游中的交易
金额同比增长60％。其中，美食、景区
门票两个品类的交易金额接近翻番。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服务业
研究室副主任陈丽芬说，这个黄金周期
间，无论是购物、服务还是其他新兴消
费，都呈现出显著的增量提质趋势。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
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全国共接待国
内游客7.26亿人次，同比增长9.43％；实
现国内旅游收入5990.8亿元，同比增长
9.04％。都市休闲、红色旅游、乡村旅游、
自驾游、观光游览等旅游消费活动高涨。

国庆节前，各地落实重点国有景区
门票降价有关要求，981个国有景区实
施了降价措施或者免费开放，受到游客

称赞。
为庆祝新中国69周年华诞，多地

推出红色旅游项目，观看升国旗、参观
博物馆和红色景区等活动受欢迎。此
外，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丰收乡村
文化旅游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乡村
看美景、品美食、赏民俗。

根据支付宝发布的黄金周中国人
境外消费数据显示，二线城市居民境外

消费表现抢眼，福州以70％的人均消
费增长率，成为境外移动支付消费增长
最快的城市。

携程发布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开始进入中国游客长假出行目
的地名单，比如克罗地亚的搜索指数同
比大增142％，临近的塞尔维亚、格鲁
吉亚和阿塞拜疆，以及中亚国家乌兹别
克斯坦的搜索量均翻倍增长。

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
航、邮政综合交通运输协调有
序，总体顺畅。据初步统计，10
月1日至7日18时，全国旅客发
送量预计达到6.16亿人次。其
中，全国铁路累计旅客发送人
数预计达9898.2万人次，同比
增长超过10％；道路旅客运输
量达到4.92亿人次，同比基本
持平；主要地区水路客运量完
成 1316 万 人 次 ，同 比 下 降
1.26％；民航运输旅客人数达
1222.7万人次，同比增长8.7％。

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
旅游景区到处车辆拥堵、人头
攒动，“堵车”“人多”仍旧是假
期生活的“热词”。在很多出行

者的朋友圈里，转发和晒图最
多的还是旅途聚集的人流与车
流。

有数据显示，“十一”期间，
珠三角地区拥堵程度最高，长
三角次之，京津冀与成渝地区
拥堵程度相当。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
院公路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虞明远说，从数据看，体现出交
通综合运输的融合发展开始发
挥作用。国庆期间交通运输主
要的增量是由铁路和民航来承
担的，铁路增长超过 10％，说
明随着高铁网络的完善，对节
假日出行承担的作用越来越
大。

国内游人次增长，旅游收入再创新高，零售餐饮销售额约1.4万亿元，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式消费
引领潮流……今年国庆黄金周七天，消费市场出现哪些新特点、新趋势？

6亿多人次出行，高铁和民航增量最多交通

国内游人次和收入“双增长”，“一带一路”沿线热度提升旅游

销售额约1.4万亿元，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式消费引领潮流

楼市 成交量下降，调控力度不放松

双增长

金特会金特会

10月7日，在巴西圣保罗，劳工党总统候选
人阿达（中）得知计票结果后庆祝。

巴西总统选举初步计票结果7日公布。由于
13位候选人中没有人在此轮得票过半，其中得票数
最多的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罗和劳工党候选人阿达
进入本月28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 新华社发

巴西总统选举将进行第二轮投票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0月7日电（记者汪健
郑一晗）叙利亚总统巴沙尔7日说，叙方将收复剩
余的反对派控制区，俄罗斯和土耳其达成的有关
伊德利卜省协议是“临时措施”。

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叙执政党阿拉伯复兴
社会党（复兴党）中央委员会7日举行会议。该党
总书记巴沙尔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伊德利卜省和
其他被反对派控制的领土将重归国家掌控，俄土
有关伊德利卜省协议是临时性的。他表示，叙方
受益于该协议，“首要收获是阻止流血事件”。

伊德利卜省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与土耳其接
壤，是叙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在叙境内控制的
最后一块主要地盘。9月7日，伊朗、俄罗斯和土
耳其三国总统在德黑兰举行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
说，伊德利卜省的极端组织武装分子和其他恐怖
分子必须被消灭，但各方应遵守并维护有关叙利
亚冲突降级区的安排。

叙利亚总统发誓
将收复剩余反对派控制区

10月8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2018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
（左）和保罗·罗默的照片显示在屏幕上。

瑞典皇家科学院8日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保
罗·罗默，以表彰他们在可持续经济增长研究领域
作出的突出贡献。 新华社发（曾尔惟摄）

两名美国经济学家
获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新华社华盛顿10月7日电 美国航天局发
布的最新消息称，“旅行者2号”探测器历经40余
年飞行，目前已飞至太阳系边缘，种种迹象表明它
已经“接近星际空间”。

1977年，美国先后发射了姐妹探测器“旅行
者1号”和“旅行者2号”。2012年8月，“旅行者1
号”正式飞离太阳系，成为首个进入星际空间的人
类探测器。

美国航天局报告说，“旅行者2号”最近检测到
的源自太阳系外的宇宙射线水平明显升高。自8
月末以来，“旅行者2号”上的“宇宙射线子系统”接
收到的宇宙射线水平与8月初相比升高了约5％。
此外，探测器上用于检测带电粒子的仪器也监测到
了类似幅度的较高能量宇宙射线水平升高。

这表明，“旅行者 2号”已经“接近星际空
间”。“旅行者2号”探测器现在的位置可谓“远在
天边”，它距离地球约177亿千米，这相当于日地
距离的118倍多。

美国“旅行者2号”
探测器接近星际空间

10月8日，在印度尼西亚帕卢，救援人员在
一处废墟搜寻遇难者遗体。

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9月28日发生强
烈地震和海啸。印尼抗灾署的最新数据显示，这
场灾难已造成近2000人死亡，约2500人重伤，
近7万座房屋损毁，数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这是
过去5年来印尼发生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新华社/法新

印尼地震海啸已致近2000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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