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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9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总统多斯
桑托斯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安
友好合作，同意携手努力，全面深化中安战
略伙伴关系， 把两国传统友好优势转化为
合作共赢的动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安合作共赢、共同发
展互有需要、互有优势、互为机遇。双方
应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安
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增强政治互信，支持
对方自主选择和完善发展道路， 在涉及
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
解和支持。 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
头，密切政府部门、立法机构、地方等交

流。双方应致力于深化合作共赢。中方愿
意同安方一道， 把两国传统友好优势转
化为合作共赢的动力， 全面深化两国互
利合作， 帮助安哥拉把丰富自然和人力
资源优势转化为惠及人民的发展成果，
为安哥拉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提供全面
合作。 中方愿意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
安哥拉投资兴业， 参与安哥拉工业园区
和基础设施建设， 帮助安哥拉实现经济
多元化发展。 中方愿意同安方在投融资
领域创新互利合作模式， 就开展本币互
换结算合作尽快商签协议， 并尽早商签
两国投资保护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双
方要加强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媒

体、智库、旅游等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中
方将继续支持安方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愿同安方协作办好内图大学孔子学院。
中方愿同安方加强在安理会等国际机构
中的合作，并就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
气候变化、 非洲和平与发展等问题加强
协调和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权益。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非洲历来是休
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加
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方长期坚
定的战略选择。 中方愿同包括安哥拉在
内的非洲友好国家保持密切沟通， 通过
中非合作论坛等为中非关系和互利合作
作出新的规划和部署， 全面推动以合作

共赢为核心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促进中非共同发展， 让双方人民深切感
受到中非友好带来的实实在在福祉。

多斯桑托斯表示， 安方愿进一步深化
和发展同中国的深厚友谊， 充分发挥两国
合作的巨大潜力。 安哥拉政府希望在基础
设施、教育、科技、电力、人员培训、农业、工
业、金融等领域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安哥拉
政府将努力为中国企业在安投资创业提供
有利环境和条件。 安中两国在许多国际和
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 作为安理会非常任
理事国， 安方愿同中方在维护世界和平与
稳定、 促进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等方面进
一步加强合作。

习近平同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会谈

把中安传统友好转化为合作共赢动力

6月8日，米兰世博会迎来中国国家馆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中国国家馆前排起长队，许多参观者对中国馆以及庆祝活
动赞不绝口。图为几名意大利游客与来自云南的哈尼族舞蹈演员在中国馆合影。 新华社发

米兰世博会 迎来“中国风”
据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记者9日从

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发展改革委会
同教育部、司法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
日印发通知， 决定将教材价格及部分服
务收费标准下放到省级管理。

据介绍， 下放到省级管理的定价项
目包括：教材价格，即列入中小学用书目
录的教科书和列入评议公告目录的教辅
材料印张基准价；公证服务收费；司法鉴
定服务收费。

今后， 列入中小学用书目录的教科
书和列入评议公告目录的教辅材料印张
基准价及零售价格，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出版
行政部门按照微利原则确定；公证服务、
司法鉴定服务收费，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
行政部门按照有利于公证、 司法鉴定事
业可持续发展和兼顾社会承受能力的原
则制定。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相关部门于
2016年5月1日前制定出台本地区的教材
价格及公证服务、司法鉴定服务收费标准。

教材价格
将下放省级管理
明年5月1日前出台相关标准

“猎狐2015”：

已抓获214名境外逃犯
据新华社广州6月9日电 自“猎狐2015” 专项行动启动

以来， 截至5月底， 全国公安机关共抓获在逃境外经济犯罪
嫌疑人214名。 其中， 缉捕136名 （含引渡3名）， 劝返78名。
上述人员中有27人涉贪腐案件。

公安部部长助理、“猎狐2015”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孟
庆丰表示，“猎狐2015”启动以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和参战
民警认真深入落实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和公安部决策部署，
全力配合“天网”行动，围绕境外追逃追赃工作常态化、精细
化、专业化的要求，奋力实现“压存量、控增量，追逃追赃一齐
抓”的任务目标，全力打好“猎狐2015”这场攻坚战。

据新华社洛桑6月9日电 北京2022申冬奥代表团9日在
瑞士洛桑与国际奥委会委员举行陈述交流会。 国务院副总理
刘延东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作陈述。

刘延东表示， 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一致支持北京携手张
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国人民对冬奥会满怀
激情与向往。中国政府将信守所有承诺，为北京2022年冬奥
会提供全方位支持，在财政、法律、安保和组织运行等方面提
供安全可靠的保障和完善便捷的服务。中国把建设生态文明、
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北京2022年冬奥
会及广大民众将成为直接受益者。

刘延东指出，中国申办冬奥会，将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中更好地传播奥林匹克团结、友谊、和平的宗旨和理念，将带
动3亿中国人参与冰雪运动，并将为健康中国、国际奥林匹克
运动作出新贡献。 我们期待与全世界分享中国冬季运动蓬勃
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也将尽最大可能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体
育事业和奥林匹克运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也是
一片充满活力的热土。在中国举办2022年冬奥会，必将成就
一届令人难忘的冬奥庆典。

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北京冬奥申委主
席、北京市市长王安顺等其他7位代表团成员也分别作了陈述。

北京2022申冬奥代表团
举行陈述交流会
刘延东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陈述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5066 5 2 2 7 0 5 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7926747.67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153 0 8 8
排列 5 15153 0 8 8 0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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