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三亚 ６ 月 １３ 日电（记者 樊
曦） 记者 １３ 日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了解到， 南航将于 ７ 月 １２ 日开
通三亚至伦敦直飞航线。 这是中国民
航开通的首条由海南直飞欧洲的定期

航线， 也是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以来， 开通的第一条洲
际航线。

在南航与海南省三亚市政府联合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南航海南分公
司总经理刘永泽表示，今年是“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 ５ 周年。海南是 ２１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 三亚至伦敦
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海南

航线网络，为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提
供有力支撑。

刘永泽介绍，三亚至伦敦直飞航线
将使用空客 Ａ３３０－２００ 型宽体客机执

飞 ，航班号为 ＣＺ６５１ ／ ６５２，每周两班 ，
飞行时长约为 １２ 小时。

刘永泽说，目前，南航已开通广州
至伦敦和武汉至伦敦航线，加上即将开
通的三亚至伦敦航线，届时南航一周将
有 １２ 个航班飞往伦敦。此外，南航已与
英国航空公司实现代码共享，将为旅客
提供更多航班和航点选择，方便旅客出
行。

作为三亚至伦敦航线承运人，南航
是亚洲机队规模最大、 航线网络最发
达、 年客运量最大的航空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 南航共运营 ７５０ 架客货运
输飞机，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年客运
量超过 １．２６ 亿人次，居亚洲第一，世界
第三。目前，南航每天有 ２０００ 多个航班
飞至全球 ４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２２４ 个
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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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１３ 日电（记者 齐
中熙 叶昊鸣）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副部长游钧 １３ 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表示，我国将加快完善养老保险
省级统筹制度，推进养老保险基金统收
统支工作，２０２０ 年要全面实现省级统
筹，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打好基础。

游钧介绍，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

央调剂制度的通知》。 为确保养老保险
基金中央调剂制度顺利实施， 要加快
完善相关配套保障措施。

强化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强化

基金预算严肃性和硬约束， 严格规范
收支内容、 标准和范围， 确保应收尽
收，杜绝违规支出。

建立健全考核奖惩机制，将养老保
险扩面征缴、确保基本养老金发放、严
格养老保险基金管理、 养老保险基金
中央调剂制度落实等情况列入省级政

府工作责任制考核内容， 对工作业绩
好的省级政府进行奖励， 对出现问题
的省级政府及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全国养老保
险缴费和待遇查询系统、 养老保险基
金中央调剂监控系统以及全国共享的

中央数据库， 实现信息、 数据互联互
通， 及时掌握和规范中央调剂基金与
省级统筹基金收支行为，防范风险。

游钧表示，近年来，我国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制
度上实现了对城乡各类人员的全面覆

盖，参保人数不断增加，待遇水平稳步
提高。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全国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３．５３ 亿人，其
中在职参保人数 ２．５８ 亿人、 离退休人
员 ９４５４ 万人 ；２０１７ 年基金总收入 ３．３
万亿元，总支出 ２．９ 万亿元，年末累计
结余 ４．１ 万亿元。

游钧称，从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总体
情况来看，运行较为平稳，能够确保基
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但随着我国
城镇化、就业多样化、人口老龄化加快
发展，地区间抚养比差距扩大，省际之
间基金不平衡的问题日益严重。 养老
保险基金结余主要集中在广东、 北京
等地区，而辽宁、黑龙江等部分省份已
经出现基金当期收不抵支的情况 ，基
金运行面临较大压力。 省际之间基金
不平衡问题靠省级统筹难以解决 ，需
要进一步提高统筹层次， 在全国范围
对基金进行适度调剂。

我国将在 2020 年全面实现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我国将开通首条海南至欧洲定期航线

2018亚洲消费电子展在上海举行
6 月 13 日，工作人员（右）向参观者介绍一款可以讲课的小型家用机器人。

当日，2018 亚洲消费电子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 近 500 家参展企
业推出各自具有创新技术的电子产品， 并展示这些电子科技产品在人工智能、
汽车技术和智慧城市等领域内的使用案例。

新华社记者 方? 摄

������据新华社电 据朝中社 6 月 １３ 日
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１２ 日在
新加坡朝美领导人首次会晤中接受美

国总统特朗普对他访美的邀请， 同时
他也邀请特朗普方便时访问平壤 ，特
朗普接受了邀请。

报道说，金正恩表示，“因为朝美两
国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敌对

意识，产生了很多问题”，他希望“为实
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及无核化 ，
双方要承诺相互理解、互不敌视，并采
取法律 、 制度上的措施为此提供保
证”。

报道说，金正恩希望“双方要为履
行此次会晤中讨论的各项问题和联合

声明尽快积极采取实践性措施”，并希
望双方首先要做出 “终止刺激和敌视
对方的军事行动的决断”。

报道还说，特朗普对金正恩的观点
表示理解， 并表示愿意在朝美进行对
话期间停止美韩联合军演， 对朝鲜提
供安全保证， 通过对话协商使关系改
善取得进展，解除对朝制裁。

金正恩说，如美方采取真诚的建立
互信的措施， 朝方也会相应地采取措
施。

朝中社：朝美领导人接受互访邀请

������当地时间 6 月 12 日， 在葡
萄牙首都里斯本，人们参加城市
节盛装大游行。

一年一度的里斯本城市节盛

装大游行 12 日晚在市中心自由
大道精彩上演。 盛装大游行是为
期一个月的里斯本城市节庆祝

活动的高潮，目的是向世人展示
里斯本的城市魅力。

新华社记者 张立云 摄

葡萄牙首都上演城市节狂欢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河南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获悉，６ 月至 ８ 月， 河南将集
中开展为期 ３ 个月的农村面包车专项
治理，严查农村面包车、客运车辆交通
违法行为。

据悉，此次专项治理将集中清理农
村面包车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非
法粘贴玻璃反光膜等安全隐患， 加大
对超员、 非法改装等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的查处力度， 特别是针对面包车遮

阳膜不透光及车辆转出后长期不落户

等难点问题进行重点治理， 并用好短
信提示、案例曝光 、有奖举报等手段 ，
加强农村交通安全宣传。

同时，河南各地交警部门还将积极
会同交通运输、安全监管等部门，加大
客运企业安全检查频次和力度， 对发
现的客运企业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隐

患问题，及时督促限期整改。

河南将集中治理农村面包车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