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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
价低
近日，在意大利恩纳省，
牛奶生产商倾倒 2000 多升牛
奶以抗议牛奶价格过低。
供图/视觉中国

犯受贿行贿等罪
房峰辉被判无期徒刑
新华社电 昨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
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受贿、
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进行了宣判，
认定房峰辉犯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
追缴的赃款赃物上缴国库。

元宵节空气质量
16 城市重度污染
本报讯（记者 董鑫）昨天，生态环境
部有关负责人通报，元宵节期间，我国城
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汾渭平原及东北地区受烟花爆竹燃放
影响，部分城市出现空气重污染。元宵节
夜间，
共有 97 个城市出现小时重度及以上
污染，13 个国控点位共计出现 37 个小时
爆表（PM2.5 小时浓度超过 500μg/m3）。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
元宵节期间，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 17 个城市出现了
重度及以上污染，其中重度污染 16 个，绥
化市出现严重污染。与前一日相比，重度
及以上污染城市数量增加 14 个。
19 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
市中，石家庄、保定、邯郸等 7 个城市为重
度污染。邢台为区域内污染最重城市，
PM2.5 和 PM10 平均浓度分别为 208μg/
m3 和 257μg/m3，AQI 值达到 258。邯郸
19 日 23 时至 20 日 3 时，小时 AQI 持续爆
表 5 个小时。北京为轻度污染，主要污染
物为 PM2.5，
平均浓度为 89μg/m3，
在 18
时和 19 时出现小时重度污染。
汾渭平原中，咸阳、渭南、临汾、宝鸡
等 4 个城市为重度污染。宝鸡为区域内
污染最重城市，PM2.5 和 PM10 平均浓度
分别为 198μg/m3 和 216μg/m3，
AQI 值
达到 248。
东北地区城市小时重污染较严重。
在 19 日 1 时至 20 日 8 时期间，共有 30 个
城市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绥化、哈尔滨
两个城市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小时数分
别为 27 小时、23 小时，
为污染最重的两个
城市；松原、吉林、鞍山、辽阳、大庆等 5 个
城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小时数超过 10 小时。

普京：
美若在欧洲部署导弹 俄坚决回应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20 日在
首都莫斯科向议会上下两院发表年度国情
咨文。这是他本届任期首次发表国情咨
文。普京在讲话中再次向美国展示强硬姿
态，重申如果美方胆敢在欧洲部署中程和
短程导弹，俄方将部署新式武器瞄准那些
欧洲国家以及美方
“决策中心所在地”
。
普 京 说 ，美 国 之 所 以 抛 弃《中 导 条
约》，是因为它想摆脱束缚研发新武器。
“我们的美国伙伴应该诚实地说出（真
相），而不应该毫无根据地指责俄罗斯，来
为自己退出条约辩护。
”
普京说，
俄方无意与美方对抗，
但美方
仍在奉行
“具有破坏性、
而且显然是错误的
政策”。他说，如果美方在欧洲部署导弹，
俄方将会坚决回应，
希望那些
“痴迷于美国

例外主义的当权者”在行动前“计算好风
险”。普京重申，俄方不会“挑头”部署导
弹，
如果美方率先在欧洲部署导弹，
俄方将
部署射程能够打到那些欧洲国家以及美方
“决策中心所在地”
的新式武器。
普京没说俄方具体将部署哪些新式
武器。他稍后展示了俄方国防成果，例如
有“航母杀手”之称的“锆石”高超音速反
舰巡航导弹。最新测试结果显示，这种导
弹飞行速度达 9 马赫（约每小时 1.1 万公
里），
射程突破 1000 公里。
普京还列举了其他几款新式武器，包
括
“佩列斯韦特”
车载式激光武器系统、
“匕
首”
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系统、
“海燕”
核动
力巡航导弹和
“波塞冬”
洲际无人潜航器。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两

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1987 年签
署。条约规定双方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
射程 500 公里至 5500 公里、作为核武器
运载工具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美国国务院 2 月 1 日宣布，美国 2 日
起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启动为期 6
个月的退约程序。普京一天后作出对等
回应，宣布俄方同样将暂停履行《中导条
约》义务，
不再就此与美方谈判。
近年来，美俄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中
导条约》。美方指认俄方部署射程受到条
约限制的 9M729（美方称 SSC-8）陆基巡
航导弹；俄方则怀疑美方在东欧部署的陆
基“宙斯盾”反导系统具备发射巡航导弹
的能力。与往年一样，普京用较大篇幅谈
论国内社会、经济和民生等问题。普京

说，政府将推行一系列优惠政策以提高民
众生活水平。为鼓励生育，政府将向多子
女家庭提供减税、房贷减息和住房补贴等
福利。俄政府还将提高残障儿童领取的
政府补贴。
普京强调消除贫困的重要性。他说，
俄罗斯 1.47 亿人口中，1900 万人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美联社报道，俄罗斯的贫困
线标准是月收入 160 美元以下。普京还
提到垃圾处理和回收。他提出，俄罗斯将
在两年内关闭 30 个位于城市市区的大型
垃圾站，
6 年内彻底关闭所有市内垃圾站。
这次国情咨文时长近一个半小时，
700 多名来自俄罗斯国内外的媒体记者
参与报道。去年，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持续
时长近两小时，
创历年之最。 据新华社

特朗普命令国防部起草成立太空军法案
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19 日签
署一项指令，要求美国国防部起草成立太
空军法案，
“为组建太空军奠定框架”
。
白宫当天发布消息说，特朗普签署
“太空政策指令-4”，称这是“确保美国主

导太空大胆和具有战略性的一步”
。
指令显示，太空军将首先在美国空军
部下组建。组建太空军有三个目标：在竞
争日益增强的领域强化美国参与竞争、遏
制和取胜的能力；组织、训练并装备具备

下一代作战能力的太空战斗人员；在精简
机构的基础上使作战能力最大化。
国防部起草的法案还需得到美国国
会通过。
美 国 副 总 统 彭 斯 曾 表 示 ，准 备 在

2020 年成立美军第六大军种太空军。但
美国政府内部和科学界对成立这一军种
存在分歧。反对者认为，成立单独的太空
力量将促使各国开发太空武器，从而增加
冲突风险。

京张高铁预计 9 月起联调联试

清河站调度中心

摄影/本报记者

王薇

本报讯（记者 王薇）昨天是北京地铁
13 号线拨入京张高铁清河站站房内运营
的第四天，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中国铁路北
京局集团了解到，地铁线拨入成功后清河

站第二阶段工程施工已经全面开启。
据施工方介绍，今年 6 月底，清河站
主体钢结构完工，预计 9 月迎接京张高铁
的联调联试，12 月底清河站具备竣工验
收条件，通过后即可投入使用，其目前也
是北京市引入地铁线最多的高铁车站，
该站建成后将成为北京市北部综合交通
枢纽。
昨天，清河站施工现场的工作正在
稳步推进，原 13 号线轨道已经不见了踪
影，大片平整出来的土地等待着新的施
工。据中铁建工集团清河站工程项目经
理曾科斌介绍，原轨道部分位于整个清
河站的西侧，这里将变成清河站西进站
大厅的一部分。接下来和西进站大厅同

步施工的还有下穿京新高速（G7）的西
下沉广场工程。车站投入使用后，乘客
可以通过下沉广场抵达对面的公交场站
乘车。
清河站是京张高铁始发站之一，也是
京张高铁线上规模最大的一座车站。地
铁 13 号线、昌平南延线、19 号支线 3 条地
铁线和国铁京张同时引入清河站，如何让
旅客来得顺、走得畅成为关键。
据清河站工程项目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清河站秉承“大交通、零换乘”的交通
组织理念，采取清河地铁站与高铁站同场
的设计。建设方案注重实现“城市织补”
功能。清河站共分 4 层，地下一层设计为
综合换乘承层，设置了连接起东西广场的

城市通廊，有效
“织补”解决了原来被京包
铁路、地铁 13 号线和京新高速公路割裂
的城市空间。旅客可从车站直接穿越
G7，而不必绕行。同时，南北两侧各规划
了 1 万平方米的停车场。
在二层的高铁进站层，南北两侧规划
了临时落客区，南落客区的面积达到 1.6
万平方米，北落客区的面积达到 1.2 万平
方米，总面积达到 2.8 万平方米，相当于 4
个足球场大。届时，将从 G7 高速修建一
条匝道直接进入南落客区。
据了解，清河站作为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通往崇礼赛场的高铁始发站，落客区
还加入了为运动员规划的大巴临时停靠
区域，
方便运动员的抵达。

数字看点

面临地质灾害威胁
山西今年 4000 户搬迁

饮酒引发疾病等
法一年 4.1 万人死亡

劳动力短缺
英失业率跌至 4%

一天少坐一小时
患心脏病风险减 26%

青海湖水位
去年上涨 0.48 米

记者从山西省自然资源厅获悉，该省
2019 年将实施 4000 个因煤炭开采面临
地质灾害威胁
“重灾户”的搬迁任务，确保
让灾情险情重、搬迁意愿强的受威胁农户
优先搬迁。
据山西省自然资源厅调查，
截至 2017
年 6 月，全省有证矿山形成采空区面积达
4166平方千米，
造成大量土地塌陷、
房屋开
裂、
道路毁损等情况。而且由于煤炭资源的
持续高强度开采，
煤矿采空区还会以 98 平
方千米/年的速度增长，
目前山西省未得到
治理的采矿沉陷区仍有1120平方千米。
为此，山西省 2014 年启动新一轮农
村地质灾害搬迁治理工作，计划用 7 年时
间 完 成 地 质 灾 害 严 重 的 656 个 村 庄 、
27000 户、8 万人的治理搬迁工作。

法国公共卫生监测研究所 19 日发布
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15 年法国本土
约 4.1 万人死于饮酒，比 2009 年减少约
8000 人，但饮酒仍是继吸烟之后造成法
国人可预防性死亡的第二大杀手。
发表在法国公共卫生监测研究所
《流行病学周报》上的调查报告说，2015
年是能获取法国死亡统计数据的最近一
年，分析显示当年法国本土共有 4.1 万人
死于酒精中毒或饮酒引发的各类疾病和
意外，占全年 15 岁及以上年龄段死亡人
口总数的 7%。
具体来说，约 3.3 万人死于饮酒引发
的癌症、心血管疾病及消化系统疾病，另
外 5400 人死于酒后意外或自杀，还有一
些人死于与饮酒相关的精神疾病等。

英国国家统计局 19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英国去年 10 月至 12 月的失业率下跌
至 4%，
此前三个月失业率为 4.1%。
具体而言，2018 年 10 月至 12 月英
国工作人口约为 3260 万人，较前三个月
增加 16.7 万人，较 2017 年同期增加 44.4
万人。
工作人口中，英国公民约 2910 万人，
较一年前增加 37.2 万人；欧盟公民约 227
万人，较一年前减少 6.1 万人；非欧盟公
民约 129 万人，较一年前增加 13 万人。
此外，在英雇员每周平均收入较一年前
上涨 3.4%。
失业率下降显示出在“脱欧”不确定
的影响下，英国出现了劳动力和技能短缺
的现象。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一
项研究显示，老年女性一天每少坐一小
时，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 12%，罹
患心脏病风险减少 26%。
研究论文由 19 日出版的美国《循环》
杂志刊载。5600 多名 63 岁至 97 岁的女
性参与这项研究，她们没有中风或者心脏
病发作病史。研究人员让这些人连续佩
戴加速传感器 4 至 7 天，以评估日常运动
量，随后 5 年随访她们的心血管健康状
况，
结果发现上述关联。
研究人员认为，需要长时间坐着的女
性其间只要稍微活动，哪怕只是一两分
钟，也能降低健康危害。如果想降低与久
坐相关的心血管疾病风险，不仅要减少静
坐的总时长，
还得缩短每次静坐的时间。

记者从青海省气候中心获悉，受青海
湖流域降水偏多影响，我国最大的内陆湖
泊青海湖水位 2018 年上涨 0.48 米，至此
已连续 14 年上涨，水位恢复至上世纪 70
年代初水平。
青海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马占良
介绍，2018 年青海湖流域年降水资源量
为异常
“丰水年”。降水量异常偏多，流域
各条河流径流量持续增加，使得青海湖水
位持续上升。
本组文/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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