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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记者白洁）
国家主席习近平 3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萨尔
瓦多总统布克尔会谈。

习近平欢迎布克尔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
访问。习近平指出，中萨建立和发展外交关
系，是两国交往史上的大事，开启了双方合
作大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
根本利益。建交一年来，双方各领域交流日
益密切，经贸合作持续拓展，相互了解不断
加深。总统先生作出维护和发展中萨关系的
正确决定，展现出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历史
担当。你表示，中萨关系“大有可为、前景
光明”，我对此表示赞同。中方愿同萨方一
道，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增
进互信，扩大交往，加强合作，推动两国关

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基础设施、

农业、质检、能源、水利、科技等领域合
作，打造民生亮点，造福两国人民。中方
愿向萨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欢迎萨方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把两国互补优势
转化为合作成果。中国愿积极扩大从萨方
进口食糖、咖啡等更多优质特色产品。双
方要开展政府、立法机关、政党、地方、
工商、青年、智库、媒体等各界交往。很
多来华访问过的萨尔瓦多朋友表示，来中
国前，中国对他们是个谜；来中国后，他
们成了中国迷。我们欢迎更多萨尔瓦多各
界朋友来中国走走看看，加强两国人民交
流和相互了解，为中萨关系构筑更加广泛

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推动中萨关系长期健
康稳定发展。

布克尔表示，萨尔瓦多人民对我此次
访华高度关注并充满期待。中国是个伟大
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我十分钦佩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和伟
大的发展成就。萨中建交时间虽然不长，
但潜力巨大，双方完全有能力成为彼此的
好伙伴、好朋友。我相信，同中国这样的
伟大国家和真诚朋友发展关系，将给萨国
家发展带来机遇，给萨人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福祉。我希望学习借鉴习近平主席的治
国理政经验，致力于发展长期对华友好关
系，将努力实现萨中关系与其他重要双边
关系并行不悖发展，为拉美地区其他国家

树立一个范例。萨方完全恪守一个中国原
则，支持中国实现和平统一。感谢中方为
萨经济发展提供的帮助，萨方期待同中方
加强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旅
游、文化、科技等领域合作，共建“一带
一路”。相信我的访问将成为萨中关系的
新起点，开辟两国关系的光明未来。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多项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两国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萨
尔瓦多共和国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为布克尔举行欢迎仪式。彭丽媛、杨洁
篪、张春贤、王毅、马飚、何立峰等参
加。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陈菲 刘冰
汧)12 月 3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第 33 次
检察开放日活动,活动以“弘扬宪法精神，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
题，邀请高校学生、律师、基层法律工作
者、全国人大代表等走进最高检机关。

在开放日活动的检察论坛环节,最高检
第一检察厅副厅长罗庆东介绍了近年来检察
机关执行少捕慎捕刑事政策的成效。

数据显示,2019 年 1 月至 11 月,全国检
察机关对受理审查逮捕的 127 . 7 万人中的

2 8 万 人 作 出 不 捕 决 定 , 不 捕 率 达 到
21 . 9% ，比十年前的 2009 年同期高出
10 . 7%,不捕人数多出 16 . 8 万。同时,因检
察机关严格执行少捕慎捕刑事政策,诉前羁
押率逐年降低。

今年 1 月至 11 月,检察机关受理移送审
查起诉 199 . 5 万人中,未采取逮捕、拘留强
制措施的 90 . 6 万人,非羁押率达到 45 . 4%,
与 2017 年同期相比高出约 3%,以非羁押状
态进入审查起诉环节的人数增加了 10 . 2
万。

不捕率大幅度提升,原因是少捕慎捕
理念在发挥作用。“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
严格把握逮捕标准,严格适用逮捕措施,坚
决避免错误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减少不必
要的羁押,避免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受到
刑事强制措施的不当侵犯。”罗庆东说。

2019 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迎来自
上而下进行的系统性、整体性、重塑性的
内设机构改革,全面推行“捕诉一体”办
案机制。全国检察机关还通过探索建立了
逮捕听证审查、赔偿保证金制度,创新采

取电子手环等羁押替代措施,推动构建非
羁押诉讼体系,扩大非羁押诉讼适用。

“这些探索举措有效降低诉讼成本特
别是羁押成本,也更有利于化解社会矛
盾，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实现了
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
一。”罗庆东透露,下一步,检察机关在从
严把握逮捕标准、减少不必要羁押的同
时,还将继续探索羁押替代措施适用,推进
非羁押诉讼,充分贯彻宪法精神,尊重保障
嫌疑人人权。

新华社巴黎 12 月 3 日电（记者陈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经合组织） 3 日发布的 15 岁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
面表现的国际测评报告显示，参与测评的 79 个国家和地区近
60 万名学生中，中国内地学生排名第一，新加坡、中国澳门
和中国香港学生紧随其后。

这是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 2018 年大型
教育测试的一部分。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 4 省市的
学生代表中国内地参加了测评。测评报告显示，在阅读、数
学、科学测试中，中国内地学生的得分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报告发现，数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生的课外生
活。与 2009 年相比，爱好阅读的学生比例减少，学生们花费
更多的时间上网。报告还显示，女生平均阅读能力明显优于男
生。在数学方面，男生的总体表现略好于女生，但在科学方面
男生逊于女生。

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等 11 个国家和地区
提供的教育机会更为平等，有利于学生发展。相比之下，仍有
不少国家和地区面临师资匮乏、教育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经合组织从 2000 年开始每 3 年组织
一次 PISA 测试，旨在考察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在数学、
阅读和科学三大核心课程方面的能力。

国际测评显示中国内地

中学生阅读、数学

和科学方面表现优异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记者王思北）由中国外文局主
办、中国报道杂志社承办的 2019·中国企业海外形象高峰论坛
3 日在京举行。论坛上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报告
2019·拉美版》显示，拉美受访者对中国企业总体印象良好，
对中国的互联网行业认知度最高。

记者从论坛上获悉，此次调查由中国报道杂志社联合当代
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以及调查机构凯度共同开展。调查于 2019
年 6 月至 8 月在拉美五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秘
鲁展开，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进行了国际化、
专业化的调查分析。

此次调查选择了 133 家在拉美五国有业务经营、产品销
售的中国企业，覆盖能源、交通运输、建筑等 13 个行业。根
据调查，针对不同行业的中国企业，受访者对中国的互联网行
业认知度最高，比例达 94% ；其次是汽车行业和家电行业。
同时，拉美民众认可中国企业为本国带来先进的技术，平均有
51% 的受访者期待与中国企业在生物技术领域开展合作，有
49% 的受访者期待在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合作。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记者陈炜伟
王雨萧)商务部网站 3 日发布《商务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建立家政服务员分
类体检制度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说，通知所指家政服务员，
是指以家庭为服务对象，进入家庭成员住所
或以固定场所集中提供对孕产妇、婴幼儿、

老人、病人、残疾人等的照护以及保洁、烹
饪等有偿服务，满足家庭生活需求的服务
员。

征求意见稿提出，家政服务员进入千家
万户，直接接触食品或人体，特别是服务老
人、孕产妇、婴幼儿等特殊群体，与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罹患传染病、精神病
或其他严重疾病的人员从事家政服务，会给

消费者健康安全带来隐患。当前，家政服
务员体检要求不明确，体检工作较为随意
和混乱，迫切需要分类制定家政服务员体
检标准和项目。

征求意见稿明确，建立家政服务员分
类体检制度。根据服务对象和接触方式的
特点，将家政服务员体检标准按严格程度
由低到高依次分为一般家政服务员、居家

家政服务员、养老照护服务员和母婴照护
服务员四个等级，不同类型的家政服务员
适用不同的体检标准。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家政服务企业负
责组织、督促家政服务员定期接受体检。
家政服务员应当如实提供本人健康状况的
证明材料，按规定定期进行体检。此外，
要依法做好信息共享和信息保护。

习近平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会谈

两部门就建立家政服务员分类体检制度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最高检开放日透露“少捕慎捕”数据：不捕率提升 10.7%

调查显示：中国互联网行业

受拉美民众认知度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