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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
官洪楠基 20日说袁一旦不稳定性
增加袁 韩国将为稳定金融市场采
取措施遥韩国媒体解读袁这释放可
能干预外汇市场的信号遥

分析人士说袁 受国际贸易摩
擦冲击袁韩国经济正经受野摩擦效
应冶干扰遥

将采取短期出口援助措施
洪楠基 20 日出席对外经济

长官会议时说袁 受国际贸易摩擦
冲击袁韩国金融市场波动性增加袁
经济可能会遭受不小冲击遥 韩国
政府将加强监控金融态势袁 及时
采取措施稳定市场袁 加大力度扶
持金融和出口袁 避免出现出口萎
缩现象遥

洪楠基说院野如果不稳定性增
加袁我们打算采取相应举措袁以维
护市场稳定遥 冶

依照他的说法袁 韩国政府本
月将采取短期出口援助措施袁提

供 5000亿韩元 (约合 29 亿元人
民币)贸易金融扶持袁支持出口营
销;下月将制定消费品尧数字贸易
和服务业援助对策; 同时积极推
进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谈判袁以
构建对外贸易合作网络袁 拓展海
外市场遥

出口形势严峻是韩国经济面
临的主要难题之一遥韩国月出口额
自去年 12月以来接连下跌袁 尤其
是两大出口支柱产业半导体和汽
车呈现出口与生产双疲软态势遥

韩联社解读袁洪楠基野采取相
应举措稳定市场冶 一说暗示韩国
政府可能必要时出手干预汇市袁
提振走低的韩元对美元汇率遥 韩
元对美元汇率 17 日报收 1195.7
比 1袁跌至 28个月以来最低点遥

希望避免被美加征汽车关税
洪楠基说袁 针对美方宣布推

迟 6个月决定是否对进口汽车及
零配件加征关税袁 韩方将加强与

美方接触袁 要求美方避免把韩国
列为加征对象遥

虽然韩方先前与美方达成更
新后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袁 但依
照洪楠基的说法袁 韩方现在无法
确定美方是否会把韩方排除在加
征对象以外遥

根据美国 叶1962年贸易扩展
法曳第 232条款袁美国商务部去年
5月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是否损
害美国国家安全启动野232调查冶遥
这一调查遭到美国国会议员尧商
界巨头尧汽车制造商尧经销商以及
主要贸易伙伴强烈反对遥 他们认
为袁 美国政府启动这一调查缺乏
事实根据袁 加征关税将损害美国
消费者利益袁 招致贸易伙伴报复
并可能破坏全球汽车供应链和以
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遥

韩联社报道袁 依据韩美更新
后的双边自贸协定袁 韩方已然作
出让步尧接受美方大部分要求遥

新华

大疆创新否认
美方数据安全指控

美国国土安全部 20 日针对中国制
造的无人机发布数据安全警告袁 中国无
人机制造公司大疆创新对此回应说袁其
产品技术的安全性已经在全球得到反复
验证袁 其中也包括美国政府和美国领先
企业的独立验证遥

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
施安全局一名发言人 21 日在给新华社
记者的一份声明中说袁 该机构最近发布
了与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系统技术相关的
内在风险以及降低这种风险的措施袁但
这份文件只供内部使用袁无法公开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报道袁
这份文件称袁 中国造无人机包含可以记
录用户数据的组件袁 这些数据传输到非
用户服务器上袁会被用于所谓情报活动遥

报道称袁 这份文件没有提及具体企
业名称袁但根据无人机研究企业野天空逻
辑冶研究公司的数据袁美国和加拿大使用
的无人机有近 80%来自大疆创新遥

大疆创新在 21 日发给新华社记者
的声明中说袁 用户使用大疆创新的无人
机或其他技术产品时袁所产生尧存储和传
输的数据都完全由用户掌握袁 并且有多
种模式可供选择袁 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信
息安全管理需要袁 比如断开网络连接的
本地数据模式尧私有云部署模式等遥陈辰

北京一周清理共享单车
共享电动自行车约 5万辆

北京正在开展共享单车专项治理行
动遥 记者 20日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袁截
至目前袁北京市累计清理共享单车尧共享
电动自行车约 5万辆遥

自 5月 13日起袁北京市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共享单车专项治理行动遥 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袁 各共享单车企业日均派出
2000 名运维人员和 500 辆运维调度车
辆袁累计调度共享单车近 17 万辆袁回收
破损尧废弃车辆 2万余辆遥 同时袁北京市
各区累计出动巡查人员近 1500人次袁整
改问题点位 1200余个袁代企业清理破损
废弃尧乱停乱放车辆超过 3万辆袁还包括
部分共享电动自行车遥 余武

自闭症与特定脑细胞异常有关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袁 在患有自闭症

的儿童和年轻人脑部袁 几种特定类型的
神经细胞基因表达异常袁 影响神经元生
长和相互通信袁 一些基因表达异常的程
度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遥

研究小组采用了 15 名死亡患者的
脑组织样本遥 这些患者死亡年龄为 4岁
到 22岁遥 研究人员用单核 RNA(核糖核
酸)测序分析了死亡患者各个脑细胞的基
因表达情况袁然后与 16名脑部正常的死
者进行了对比遥

结果显示袁 死亡患者大脑皮层上层
的兴奋性神经元有一组基因表达明显异
常袁影响神经突触之间的通信;负责清理
和维护尧 保障神经元正常生长的小胶质
细胞也存在异常遥 另外袁皮质-皮质间投
射神经元中一组特定基因表达异常的程
度袁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遥

由于自闭症涉及的基因众多袁 患者
的具体症状千差万别袁 医学界此前担心
自闭症可能不存在统一疗法袁 需要针对
每个患者量身定制遥 新发现意味着许多
患者脑部异常的情况存在共性袁 这为开
发通用疗法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研究方
向遥 李莎

日前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叶深
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
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曳(以下简称
叶方案曳)遥

叶方案曳指出袁为贯彻落实党中
央尧国务院决策部署袁进一步深化
收费公路制度改革袁加快取消全国
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袁实现不停车
快捷收费袁要按照野远近结合尧统筹
谋划袁科学设计尧有序推进袁安全稳
定尧提效降费冶的原则袁明确技术路
线袁加快工程建设袁力争 2019 年底
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袁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尧幸
福感尧安全感遥

叶方案曳部署了四项工作任务遥
一是加快建设和完善高速公路收
费体系遥 按照实现电子不停车快捷
收费尧辅以车牌图像识别尧多种支
付手段融合应用的技术路线袁制定

相关方案尧规则和制度袁推进运营
管理等系统升级袁加强系统网络安
全保障遥 二是加快电子不停车收费
系统推广应用遥 制定印发加快推进
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应
用服务实施方案袁 鼓励 ETC在停
车场等涉车场所应用遥 加快现有车
辆免费安装 ETC车载装置袁 推动
汽车预置安装遥 三是加快修订完善
法规政策遥 加快推进公路法尧收费
公路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修
订工作袁出台优化重大节假日小型
客车免费通行尧 鲜活农产品运输
野绿色通道冶 等通行费减免政策的
具体实施意见遥 修订叶收费公路车
辆通行费车型分类曳标准袁调整货
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袁从 2020年 1月
1日起统一按车(轴)型收费袁确保不
增加货车通行费总体负担袁同步实
施封闭式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不

停车称重检测遥 全面推广高速公路
差异化收费袁研究统一危险化学品
运输车辆尧摩托车高速公路通行管
理政策遥 完善高速公路信用体系袁
对偷逃车辆通行费等失信行为实
施联合惩戒遥 四是推动政府收费公
路存量债务置换遥 防范化解债务风
险袁为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创
造有利条件遥

叶方案曳 强调袁 要加强组织领
导袁成立交通运输部牵头袁发展改
革委尧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个部门
参加的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
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领导
小组袁统筹指导协调相关工作遥 要
细化工作方案袁强化资金支持和安
全管理袁 妥善分流安置收费人员遥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更多从用户
角度出发袁完善政策措施袁层层压
实责任袁积极稳妥推进遥 任民

武汉青山长江大桥 5月 16日实现合龙遥 大桥全长 7548米袁主跨 938米袁桥宽 48米袁成为
目前跨越长江桥面最宽的桥梁遥大桥为双向 10车道高速公路袁设计时速为 100公里遥武汉青山
长江大桥也是目前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全漂浮体系斜拉桥遥 据介绍袁全漂浮体系斜拉桥袁就是主
桥钢梁没有横梁支撑袁依靠斜拉索的拉力处于全悬浮状态遥 晓桦摄

贸易“摩擦效应”波及韩国经济

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要取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