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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27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布朗。

习近平强调，安巴在许多重大问
题上坚定支持中方， 我们愿意交安巴
这样的好朋友。当前，两国关系发展顺
利，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对
此感到满意并充满信心。 布朗总理此
次访华期间， 同中方签署了一批合作
文件，我表示祝贺。今后双方要重点推

进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等领域合作，
扩大教育、文化交流，支持青年学生交
往，加深相互了解。中安同为发展中国
家，在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可持续
发展等重大问题上有广泛的共同语
言，双方要继续相互支持、密切协调，
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维
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们在巴西
共同出席了首次中拉领导人会晤，见

证了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
中国-拉共体论坛的成立。安巴是加勒
比和拉美地区一体化的先行者， 作为
加勒比共同体轮值主席国， 为此做了
大量工作，我们表示赞赏。中方愿同安
方一道，建设好中拉论坛，推动中加关
系、中拉整体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布朗表示， 安巴感谢中方提供的
宝贵支持和帮助， 将坚定不移地奉行
对华友好政策， 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支持中
方，希望扩大同中国合作，促进安巴经
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安巴支持中方在
国际多边事务中的立场和主张， 愿意
同中方保持沟通和协调。安巴认为，首
次中拉领导人会晤非常成功， 成立中
拉论坛将有力推动双方合作， 助力拉
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 安巴希望在论
坛框架内同中方加强交往与合作，为
推动拉中、加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27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共产党中
央总书记特使、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书记处常务书记黎鸿英。

黎鸿英转达了越共中央总书记
阮富仲、 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致习
近平的口信。

习近平指出，中越互为近邻，又
同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邻国是搬不走的， 友好符合双方共
同利益。近几年，两国关系发展总体
良好，但近期受到很大冲击，引起两
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阮富
仲总书记派你作为特使专程来华进
行两党高层会晤， 体现了越方希望
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 我重
视阮富仲总书记和张晋创主席的口
信，希望越方同中方一道努力，使中
越关系重新回到正确发展轨道。

习近平强调，中越两党高层应该
把握大局，保持并加强交往，及时就
重大问题深入沟通，坚持从战略高度
和长远角度引领中越关系，特别是在
关键时候要做出正确的政治决断。中
方将继续秉持长期稳定、 面向未来、
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方针，把中越
两党两国关系巩固好、发展好。

习近平强调， 中越传统友谊是
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精
心培育的，值得倍加珍惜和维护。邻
居之间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关键是
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和处
理。 中越双方要坚持从维护中越传
统友谊和中越关系大局出发， 排除
各种干扰，妥善处理好有关问题，特
别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培育好、维
护好两国人民友好感情。今天，刘云
山同志在同你的会谈中全面阐述了
中国党和政府对中越关系的立场。
双方要把这次两党高层会晤达成的
共识和成果落到实处， 推动中越关
系切实得到改善和发展。

黎鸿英表示， 我将把习近平总
书记的话如实、完整向越南党和政府
汇报。越方愿意尽最大努力，同中方
一道，保持高层交往，进行真诚沟通，
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 加强团结合
作，妥善处理问题，共同推动越中两
党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
巩固和发展，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
根本和长远利益， 也有利于地区和
平、稳定、繁荣。今天上午，我同刘云
山同志进行了坦诚、 友好的会谈，达
成重要共识。越方愿意落实好这些共
识，推动两党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

习近平会见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 习近平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特使

使中越关系
重回正确轨道

据新华社明斯克8月26日电 俄罗斯总
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26日在白俄
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双边会谈。 双方就乌克
兰危机、 俄罗斯对乌东部地区的人道主义援
助、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州的难民、俄乌
能源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据白通社报道， 两位总统着重就尽快停
止流血冲突以及政治解决危机的必要性进行
了对话。普京和波罗申科在会谈中认为，两国
应该重新开始关于能源和天然气问题的谈
判，尽管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此前的相关谈
判已陷入死胡同，但继续谈判是必要的。双方
商定将恢复关于能源问题的协商机制。

在俄乌两国总统举行双边会谈前， 俄白
哈关税同盟-欧盟-乌克兰三方会谈在明斯
克举行。普京、波罗申科、白俄罗斯总统卢卡
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欧盟外
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出席会谈，会
谈未达成任何书面协议。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马来西亚
航空公司今年以来遭遇两起严重空
难。这家航空运营商26日说，今年前
7个月已有186名空乘人员辞职。

辞职原因包括担忧自身安
全， 也有不少人是因为空难发生

后面临来自家庭的压力。
今年3月8日，搭载239人、从

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
MH370航班失去联系，迄今下落
不明。7月17日，从阿姆斯特丹飞
往吉隆坡的马航MH17航班在乌

克兰东部坠毁，所载15名机组人
员和283名乘客悉数遇难。

两 起 空 难 重 创 马 航 。 受
MH370影响订票情况，马航今年
第一季度净亏损4.43亿林吉特
（约合1.37亿美元）。

8月27日，我海军在威海刘公岛海域举行甲午战争120周年海上祭奠仪式。图为官兵将花环抛入海中，敬
献给在甲午海战中为国捐躯的将士。 新华社发

海祭甲午战争
120周年

马航近200空乘辞职遭两起空难重创

俄乌总统举行双边会谈

巴以达成停火协议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在埃及方面的

斡旋下，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26日达成停火协
议，停火于当地时间19时（北京时间27日0时）
开始生效。

以色列总理发言人马克·雷格夫26日晚
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已接受埃及提出的停火
倡议。他同时表示，只有加沙地带的“恐怖袭
击”完全停止后，以色列才会就加沙地带的未
来与巴方进行间接会谈。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在巴官方电视台发
布简短声明说：“我宣布， 巴勒斯坦领导层接受
埃及提出的全面永久性停火提议， 我们接下来
将为实现加沙人民的愿望和需求继续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受国务
院委托，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7日向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报告今
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这份报告后附的
六张表格令人眼前一亮，从中可见今年
前7个月无论全国财政还是中央财政，
支出执行进度明显超去年同期。

报告显示，前7个月，全国公共
财政收入8.73万亿元， 超过预算的
六 成 ，8.5% 的 增 幅 低 于 2012 年
12.9%、2013年10.2%的增幅。 全国
公共财政支出7.94万亿元， 完成预
算的51.9%，增长15%。

楼继伟还报告了前7个月的政
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报告显示，前7个月全国政府性
基金收入3.09万亿元， 增长21.8%，
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2.86
万亿元。 社会关注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2.5万亿元，其中2.13万
亿元支出已被安排。

报告显示，1至6月，全国社会保
险基金收入 1.98万亿元 ， 增长
14.8%，支出1.7万亿元，增长18.8%。
截至6月底，累计结余4.93万亿元。

前7月财政支出进度超去年同期

社保基金结余近5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