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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记者 魏玉

坤）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并网
切换1日零时圆满完成，全国29个联网
省份的 487个省界收费站全部取消，意
味着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任务基
本完成。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表
示，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以后，全
国高速公路实现“一张网”运行，将有效
提高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运转效率，缓解
拥堵、改善人民群众出行体验，助力节
能减排，降本增效。

吴德金介绍，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不是取消收费，而是在拆除省界实
体收费站的同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车
辆跨省行驶时不停车快捷交费，涉及方
案制定、工程建设、收费政策优化调整、
ETC推广应用等相关方面的工作。

据了解，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
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实施方案》以来，全国建设完成
了 24588套ETC门架系统，改造完成了
48211条ETC车道、11401套高速公路不
停车称重检测系统；ETC推广发行了
1.23亿户，累计用户达到 2.04亿；1.2万
名高速公路收费员得到了妥善安置，转

岗到ETC推广发行客服、清分结算后台
服务等岗位，优质高效地实现了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一体化运营的高速公路网。

吴德金说，2020年将继续推进深化
收费公路制度改革，牢守安全底线，完
善制度体系，推动公路法、收费公路管
理条例修订工作，进一步完善货车不停
车快捷通行、ETC推广服务、鲜活农产
品运输“绿色通道”等政策举措。同时，
深化降本增效，强化创新驱动，利用北
斗、5G、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车
路协同、自动驾驶等研究应用，完善服
务体系，提高服务质量。

别了！487个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全国高速公路实现“一张网”运行

据新华社巴格达 1 月 1 日电（记者
白平）伊拉克示威者 2019年 12月 31日
冲击在巴格达的美国驻伊拉克大使
馆。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策划了
这一“袭击”。美方稍晚宣布将立即向
中东地区增兵以策安全。伊朗方面坚
决否认，并警告美国勿借机报复。

分析人士指出，伊拉克示威者冲击
美国大使馆，显示在美军空袭伊拉克什
叶派武装后当地人反美情绪进一步高
涨，不仅给美国与伊拉克政府的关系出
了道难题，也给美国与伊朗间的激烈博
弈带来新的火药味。

伊拉克内政部官员告诉新华社记
者，数百名示威者当天在美国大使馆外
集会，高喊口号谴责美军空袭之举。示
威者在使馆外墙写下“以人民的名义关
闭”标语，并点燃使馆围栏处一座警卫
塔。示威者随后闯入使馆外院，与发射
催泪瓦斯的警卫发生冲突。

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政治学讲师易
卜拉欣·阿梅里指出，日前美军空袭伊
拉克多处目标，导致多名什叶派民兵死

伤。冲击美国大使馆是为了发泄对美
军空袭的愤怒。

伊拉克北部一处军事基地数日前遭
火箭弹袭击。一名美国承包商死亡，多
名美国军人受伤。美军随后实施报复。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
说，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的空袭
造成该组织25人死亡、51人受伤。

“人民动员组织”由包括“真主旅”
在内的多个什叶派民兵武装组成，2018
年 3月被编入伊拉克安全部队，直接听
命于伊拉克国防部。美方宣称此前火
箭弹袭击为“真主旅”所为，并认为后者
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麾下组织关系
密切。

伊拉克内政部官员证实，当天冲击
美国大使馆的众多示威者身穿“人民动
员组织”制服。

冲击使馆事件给美国和伊拉克关
系再添阴云。在美军空袭伊拉克民兵
武装后，伊政府对美方的军事行动非常
不满。看守政府总理阿卜杜勒-迈赫迪
谴责美军空袭行动是对伊拉克主权的

侵犯。
但示威者冲击美国大使馆一事让

伊拉克政府感到被动。事后，特朗普与
阿卜杜勒-迈赫迪通电话，强调需保护
美国在伊人员与设施安全。美国国防
部长埃斯珀宣布，美国将立即向中东地
区增兵约 750人，以应对该地区针对美
方人员与设施不断上升的威胁，包括发
生在巴格达的事件。

分析人士认为，接二连三的危机事
态，加深了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不信任
感。美国《纽约时报》认为，美军空袭激
起伊拉克人的反美情绪，进而酿成近年
来美国在伊拉克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
这不利于美国与伊朗在伊拉克竞争影
响力。

另一方面，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关系
也在冲击大使馆一事后进一步升温。
特朗普声称伊朗要为美方任何人员伤亡
或设施损毁负全责，并强调“这不是一个
警告，这是一个威胁”。伊朗外交部则警
告美国不要轻举妄动，并要求白宫重新
思考美国在该地区的“破坏性政策”。

冲击使馆事件给美伊关系再添阴云
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兵约750人

新华社平壤1月1日电（记者 程大
雨 江亚平）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
日前表示，如果美国执意奉行对朝敌视
政策，朝鲜半岛无核化将永远不会实
现，“朝鲜将继续大力推进保障国家安
全的战略武器开发工作，直到美国取消
对朝敌视政策、在朝鲜半岛建立持久巩
固的和平机制为止”。

据朝中社 1月 1日发布的公报，金
正恩日前在朝鲜劳动党七届五中全会
做报告时说，当前形势证明，培育朝鲜
所需力量以维护自身免遭敌对势力侵
犯主权和安全，是朝鲜应毫不犹豫坚持
走下去的路。金正恩表示：“拥有并继

续加强无论何人都不能侵犯的无敌军
事力量，是朝鲜劳动党坚定不移的国防
建设目标。”

金正恩指出，“我们要更加蓬勃地
推进战略武器的开发工作……全世界
不久将目睹朝鲜拥有新战略武器”。朝
方将根据美国今后的对朝立场而上调
强化朝鲜核遏制力的广度和深度。

金正恩同时表示，因美国的无理
要求违背朝鲜根本利益，朝美关系难
免将长期僵持，“尽管我们迫切需要对
经济建设有利的对外环境，但绝不能
为了华丽转身而出卖至今视若生命的
尊严”。

金正恩说，“当前形势预示着同美
国僵持将具有长期性，我们仍要继续在
敌对势力的制裁中进行生活和斗争”，
为此，所有党组织和干部要投身于以自
力更生为主的对抗制裁封锁活动的正
面突击战中，而突击战的主要战线是经
济战线。金正恩提出重整国家经济基
础、挖掘一切生产潜力保障经济发展和
民生改善，还要以强大的政治外交、军
事攻势来确保胜利。

朝鲜劳动党七届五中全会于 2019
年 12月 28日至 31日举行，会议听取并
讨论了金正恩所做工作报告，做出多项
决议并进行了人事调整。

金正恩：

美取消对朝敌视政策前 朝将继续开发战略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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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情 缘
没有婚托的婚介

海量信息 真实保密 假日不休！招聘红娘
网址：WWW.0792love.com
百合老师：8123820 QQ：2224386035
肖总电话：13879260948（可加微信）
地址：烟水亭电信营业厅附近大交通巷三楼（大华牙科旁）

88135丧偶男，42年，170cm，退休干部，月薪
3000+，瑞昌人，瑞昌市内有一幢三层楼私房和一套
商品房，独自居住，身体健康，说话声音洪亮，一子开
公司。觅：有缘人。
98126丧偶女，58年，157cm，事业单位退休，月薪
4000元，性格外向，为人友善，擅长做美食，有独立
住房，一子已结婚生子，无负担。觅：脾气好，有退休
金，有房男士。

8229333喜洋洋搬家
8582345前进搬家
8568887步步高搬家
8503058好运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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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南湖支路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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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提前发现脑梗、脑中风，中医治高血压、糖
尿病、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及文员。
咨询：13320025312

张机医馆 业务项目合作
15279214911

● 消费维权：12315
● 供电服务：95598
● 交通救援：122
● 电话查询：114
● 急救服务：120
● 治安报警：110
● 火灾报警：119

怡莱酒店（原客主豪泰酒店）是华
住集团旗下的品牌连锁酒店，位于滨
江路10号（百岁坊），距火车站、长途汽
车站十几分钟的路程。

电话：18907928333

怡莱酒店租让

据新华社天津 1 月 1 日电（记者 周润
健）天文专家介绍，象限仪流星雨将于北
京时间 1月 4日 16时 20分前后迎来极盛，
拉开新年天象大幕。如果天气晴好，届时
我国公众将会欣赏到流星划过夜空的浪漫
场景。

在传统的大流量流星雨中，象限仪流
星雨可能是公众最为陌生的。对于天文
学家也是一样，直到目前为止，象限仪流
星雨的母体彗星尚无定论，这也为其平添
了几分神秘色彩。

天津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李梅丛介绍
说，象限仪流星雨是每年年初都会发生的
一个比较大的流星雨。它与每年 8月份的
英仙座流星雨和12月份的双子座流星雨并
称为年度三大流星雨。该流星雨的流星体
速度属于中等，为 41千米／秒，亮流星较
多，且颜色明显发红。

从 2019年的 12月 28日至 2020年的 1
月 12日，人们都有可能看到该流星雨的群
内流星，而其流量最大通常出现在1月4日
前后，此时假定辐射点位于天顶的话，每小
时的群内流星数目通常可达120颗左右，但
实际能被观测到的流星数量将要少许多。

李梅丛提醒说，象限仪流星雨虽然流
量不小，但极盛持续的时间很短，峰值过后
流量会迅速下降。因此，对于我国公众来
说，较好的观测时段是 3日晚至 4日清晨，
且4日凌晨零时以后月亮会落下，无月光干
扰，也更利于观测。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记者 周玮）自
2020年1月1日起，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
物馆将调整开放时间并实行全网售票。

全年除法定节假日外周一闭馆，恭王
府每日开馆时间8:30，停止检票时间16:10，
闭馆时间 17:00。取消现场售票窗口，实行
全网分时段售票，每日限售 3.2万张；届时
观众可凭身份证检票入园，无须兑换纸质
门票。

参观当天，因证件丢失、损坏或其他情
况导致无法验票的观众，可凭预售登记的
证件号联系验票口工作人员。

观众和旅行社可提前10天通过恭王府
官网或微信公众号“恭王府”的“巡·王府”
栏目购票，票务服务电话是4006228228。

象限仪流星雨
拉开新年天象大幕
4日扮靓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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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恭王府
实行全网售票
每日限售3.2万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