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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8
日电 国新办 2月 28日举
行深化改革推动交通运输
高质量发展发布会。针对
共享单车押金问题，交通运
输部副部长刘小明介绍，交
通运输部和相关部门正研
究制定交通运输新业态用
户资金管理办法，要进一步
细化用户押金管理，保证押
金专款存放、专款专用、不
得挪用。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
鹏说，对于共享单车要鼓励
免押金服务。如果要收取押
金，企业要依法合规，规范管
理，实行即租即收、即退即

还，专户管理，规范管理。
据交通运输部统计，目

前已经有 247个城市发布
了网约车规范发展的一些
具体办法和意见。110多
家网约车平台公司获得了
经营许可，全国已经发放了
网约车驾驶员证 68万本，
车辆运输证45万本。

李小鹏表示，无论是传
统行业还是新业态，都直接
服务于人民群众，关系到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
论是传统行业还是新业态，
从业者都必须把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
位，安全是底线。⑥4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2月
28日电 国防部 2月 28
日 在 北 京 举 行 例 行 记 者
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
国强透露，今年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4

月 2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海军成立 70周年纪念
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届
时将在山东青岛举行人民
海军成立 70周年多国海
军活动。⑥4

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

将在青岛举行
多国海军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8
日电 记者28日从教育部
获悉，针对近期山东、四川、
湖北发生的商业广告、商业
活动进入中小学校和幼儿园
事件，教育部近日发出通报，
要求全体中小学、幼儿园校
（园）长和教师要切实履行守
护“校园净土”责任，坚决杜
绝各类商业广告、商业活动
进入校园。

通报强调，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要在全面排查的基础
上，对区域内所有中小学校、
幼儿园排查整改情况进行

“回头看”，确保不走过场、不

留死角、不存隐患。要对所
有进入中小学校、幼儿园或
组织中小学生、在园幼儿参
加的活动，向学校、学生发放
的试卷、奖状、校服、教科书、
教辅材料、文具教具等，以及
进入校园的APP进行严格
排查，特别要防范外部人员
借各类活动制作、夹带、发放
带有商业广告的物品。

通报明确，要构建学
校管理长效机制。对于各
类进入校园或组织中小学
生、在园幼儿参加的活动，
须由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
部门进行审批。⑥4

教育部：

各类商业广告
严禁进入校园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8
日电 连续三次上调后，国
内汽油、柴油价格将再次上
调。国家发展改革委2月28
日发布消息，根据近期国际
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
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
2019年2月28日24时起，
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
别提高270元和260元。

本次调价折合汽油和
柴 油 价 格 每 升 上 调 2角

多。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
人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
油三大公司要组织好成品
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
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
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
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
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
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
序。消费者可通过 12358
价格监管平台举报价格违
法行为。⑥4

汽油柴油价格
迎来“四连涨”

据新华社河内 2月 28日
电 “我们这两天的会晤富有
成效，但有时候不得不离开。”
2月 28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
普在河内结束与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的第二次会晤后如是
说。

当天，美朝领导人的会晤比
原计划提前结束。因在解除对
朝制裁和无核化措施方面存在
分歧，双方未能签署共同文件。

特朗普在会晤后举行的记
者会上表示，过去两天的会晤

“有成效”，但“没有签署任何东
西”，双方有很多选项，但决定

目前不去执行任何一项。他表
示，双方就解除对朝制裁范围
相关问题没能达成一致。

共同出席记者会的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说，美朝在会晤中
取得“切实进展”，但朝方未能
满足美方提出的“更多”要求，
期待双方代表团近期再次会
面，“我仍乐观”。

在代表团大范围会谈前，
金正恩回答媒体提问时再次强
调朝方的无核化意愿，表示“如
果没有无核化意志，我就不会
来到这里”。

金正恩与特朗普当天上午

按计划先后举行了一对一会谈
和代表团大范围会谈。当地时
间 13时 30分左右，朝美代表
团车队各自离场，未举行原定
的共同文件签署仪式。白宫方
面通知媒体称，特朗普记者会
比原定计划提前两个小时举
行。

白宫发言人发表声明说，
美朝领导人举行了“非常好且
有建设性的”会晤，讨论了推动
朝鲜半岛无核化和相关经济事
务的多种措施，但“未达成协
议”，双方团队期待今后继续会
面。⑥4

有“进展”无“协议”

第二次“金特会”提前结束

交通运输部：保证押金专款存放、专款专用

对共享单车鼓励免押金服务

克什米尔地区冲突升级

印巴双方声称击落对方战机

印度和巴基
斯坦在克什米尔
地区的冲突2月
27日升级，双方
声称击落对方战
机，就细节各执
一词。事件发生
后，巴基斯坦民
航局和军方宣布
关闭巴基斯坦领
空，多家航空运
营商取消对印度
北部多座城市的
服务。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三
军新闻局局长阿西夫�加富尔
2月 27日说，巴方空军当天早
晨空袭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以

“回应”印方前一天的所作所
为。印度空军两架战机稍后越
过实际控制线，在“巴基斯坦领
空”遭击落。其中一架坠落在
巴控克什米尔，另一架坠落在
印控克什米尔。巴方地面部队
抓获两名印军飞行员。

加富尔在记者会现场展示
巴方地面部队缴获的印方武器
及相关文件。巴基斯坦政府经
由社交媒体“推特”发布一段视
频，显示一名印军飞行员躺在
地上，脸上流血。

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拉
维什�库马尔2月27日晚些时候
说，印度军方“挫败”巴方对印方
军事目标的空中打击，击落一架
巴方战机。印方在“空中相遇”

中损失一架米格—21型战机，
一名飞行员失踪。库马尔说，巴
方声称已经拘押这名飞行员，印
方“正在核实”这一消息。

印方声称2月26日空袭巴
控克什米尔地区“穆罕默德军”
一处营地，大约 300名武装人
员丧生。巴方否认印方的说
法，指认印方入侵巴控克什米
尔领空、抛弃部分“荷载”后飞
离，没有人员伤亡。

说法各异 冲突细节双方各执一词

2月 27日最新事态发生
数小时后，巴基斯坦民航局宣
布对所有商业航班关闭巴基斯
坦领空，没有说明航班何时恢
复。巴基斯坦军方一名发言人
说，军方出于“环境”原因作出
关闭领空决定。

法新社以一名巴基斯坦民
航局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巴方
告知所有航空运营商暂停在巴
基斯坦的业务，直至接到新通
知。

路透社报道，阿联酋航空
公司、卡塔尔航空公司、阿提哈
德航空公司等多家运营商2月
27日暂停飞往巴基斯坦的航
班。一些经由巴基斯坦和印度
北部领空飞往欧洲和中东地区
的航班同样受到影响，一些航班
改变航线、飞往印度西部或南
部，以避免进入巴基斯坦领空。

多家运营商2月27日取消
印度北部至少 6座城市的服
务。印度最大的航空运营商靛

蓝航空公司、私人航空企业捷特
航空公司等企业在“推特”发布
消息，说空域管制和机场关闭影
响前往阿姆利则、昌迪加尔、代
赫拉敦、查谟等城市的航班。

印度官员巴西尔�汗 2月
27日确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
主要城市斯利那加的机场已经
关闭。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
印度北部旁遮普邦两座靠近巴
基斯坦的机场一同关闭。⑥4

据新华社电

影响航空 多家航空公司暂停飞行

2月27日，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人们聚集在战机残骸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