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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1日在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
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
同意保持双边关系积极发展势头， 推进
各领域合作， 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为两国和两国人民
带来更多实实在在利益。

习近平指出， 中越是山水相连的邻
邦，也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中国坚定支持
越南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也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坚持

亲诚惠容理念， 推动中越关系持续健康
稳定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越双方要保持高层
交往， 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及
时沟通，为双边关系发展把稳方向。要用
好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等机制，加
紧双方发展战略对接， 推进跨境经济合
作区建设，深化产能、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贸易等各领域合作，服务好各自经济
社会发展。要扩大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教
育、医疗、青年和文化产业合作，增进两

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 为中越友
好夯实民意基础。要推进海上合作，逐步
积累共识，扩大共同利益，同时通过双边
对话，管控好分歧。 要加强在联合国、亚
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澜沧江-湄公
河合作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和配合。

习近平指出，当前形势下，即将举办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利于
凝聚各方共识，深化国际合作，推动经济
全球化进程向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平
衡、共赢方向发展。 越南是“一带一路”沿

线重要国家。希望中越双方以这次高峰论
坛为契机，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各领
域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陈大光表示，巩固越中传统友谊并推
动越中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是越南外
交的坚定选择和优先方向。越南党、政府、
人民始终铭记中国党、政府、人民对越南
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予的巨
大支持，愿同中方一道，按照“十六字方
针”和“四好精神”加强并深化越中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

布赫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

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民族
工作领导人，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
委员长布赫同志的遗体，11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布赫同志因病于2017年5月5日15时28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91岁。

布赫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
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布赫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1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布赫同志”，横
幅下方是布赫同志的遗像。 布赫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
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许，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
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布赫同志
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布赫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布赫同
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 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
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布赫同志生前友
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娄勤俭当选陕西省委书记
新华社西安5月11日电 中共陕西省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5月11日选举娄勤俭为省委书记， 胡和平、
毛万春为省委副书记。

今年9月底前全面推开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9月底前全面推开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分级诊疗试点扩大到85%以上的地市……记者11
日从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发布会上获悉，2017年我国将出
台14项政策文件，推进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全民医保、
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等5项制度建设，把责任落实、考核
抓实。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7年
重点工作任务》，为医药控费下达“硬任务”。2017年，前四批
200个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 总体降到
30%左右，全国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平均增幅控制在10%以下。

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同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会谈

� � � � 正在美国访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
罗夫10日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
务卿蒂勒森举行会谈。 这是俄外长自
2013年8月以来首次访美， 引起舆论高
度关注。

俄美双方在会谈中表达了改善双
边关系的意愿，讨论了在叙利亚危机等
国际热点问题上进行合作的途径。分析
人士认为，虽然双方释放出一些积极信
号， 但俄美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现在谈论两国关系改善还为时尚早。

寻找合作路径
美国国务院10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蒂勒森和拉夫罗夫当天的会晤时间超
过1小时， 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和叙利亚
问题，以及包括战略稳定在内的其他双
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叙利亚问题上，双方讨论了击败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为叙利亚紧张局
势降温以及保证叙利亚平民获得人道
主义救援的重要性，并重申了支持联合
国主导下的叙利亚政治进程。在乌克兰
问题上，蒂勒森表示，除非俄方改变在
乌克兰问题上的行为，否则美国将继续
保留对俄制裁。

白宫发表声明说，特朗普向拉夫罗
夫表示，美俄在解决中东和其他地区冲
突方面存在进行更广泛合作的可能性。
特朗普还进一步强调了改善美俄关系
的愿望。

拉夫罗夫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上说，
与特朗普团队的对话没有意识形态方面

的内容，这一点与奥巴马政府很不一样。
他称赞特朗普和蒂勒森都是务实的人。

俄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
长加尔布佐夫认为，拉夫罗夫访美只是
对此前蒂勒森访俄的回应，双方不会达
成任何具体协议，毕竟双方存在的问题
已经积累了多年，不可能马上解决。

准备“特普会”
拉夫罗夫此行另一重要目的可能

就是为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的会面铺
路。

本月2日，特朗普和普京通话。克里
姆林宫方面在通话后发表声明说，普京
和特朗普都表达了在7月份德国汉堡二
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安排会面的意愿。但
这一信息并未出现在白宫的声明中。

白宫是否在声明中故意遗漏这一
信息，外人不得而知。但从拉夫罗夫此次
表态来看，“特普会”似乎已经板上钉钉。

据俄新社报道， 拉夫罗夫表示，他
与蒂勒森在会谈中讨论了如何为两国
元首会晤作准备，包括在叙利亚等问题
上准备会晤成果。

俄政治信息中心主任穆欣认为，拉
夫罗夫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与美方商
讨两国领导人在7月份二十国集团峰会
期间举行会晤的形式、议程以及可能取
得的成果。 不过，即便双方领导人举行
会晤也不能说明两国关系已经改变，而
只是一个开端。并且特朗普目前正遭受
来自美国国内反对势力的巨大压力，这
也阻碍了美国与俄罗斯发展关系。

阻力重重
拉夫罗夫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俄

美关系不容乐观，上一届美国政府不遗
余力破坏两国关系的根基，致使当前双
边关系低水平运行。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拉夫罗夫访美
或预示着，特朗普决定顶着国内压力寻
求改善美俄关系。

首先，特朗普政府选择“升级”拉夫
罗夫此访的规格。 据俄罗斯塔斯社报
道，蒂勒森和拉夫罗夫原本计划在出席
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举行的北极理事会
会议时会面，拉夫罗夫到访华盛顿并会
见特朗普是直到访问前夕才临时加入
的行程。

美国《政治家报》援引一名不愿意
公开姓名的白宫发言人的话证实，普京
曾在2日与特朗普的通话中提出希望特
朗普会见拉夫罗夫。

其次， 蒂勒森在4月访问俄罗斯时
将俄罗斯涉嫌利用网络攻击影响美国
大选称为造成严重影响的行为。而此次
拉夫罗夫访美期间，不论白宫声明还是
国务院声明均没有提及这个话题。

不过，曾在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
府中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
级官员的查尔斯·库普钱表示， 考虑到
美俄间存在根本性战略分歧，以及美国
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
是否“通俄”，特朗普要真正改善美俄关
系将面临巨大阻碍。

（据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最高法攻坚执行难

全媒体直播
“治老赖”

据新华社南京5月11日电“这起劳
动报酬纠纷案已判决半年， 本院向你发
送了执行令，要求如实申报财产，但这套
房产你并未向法院申报。 由于你没有履
行法定义务， 现在我们将依法对这里进
行搜查。”

“还抽得起苏烟呢， 欠债的人不穷
啊！”“法官和‘老赖’斗智斗勇辛苦啦！”
镜头下，执法人员将从“老赖”家搜出的
现金、银行卡等一一排开登记在册；屏幕
上，广大网友通过即时弹幕等形式，踊跃
参与互动。

这是记者11日在江苏盐城的一起
案件执行现场看到的情景。

当天，最高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同发起
全媒体直播“攻坚执行难”行动，盐城市
10家法院共出动500名执法人员，对130
多起案件进行集中强制执行。全国20余
家媒体随执法人员一同走进现场， 在线
直播法官与失信被执行人“过招”。对那
些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被执行人， 法院
视情采取了拘传等强制措施。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表示， 全媒体直
播“攻坚执行难”，对凝聚社会广泛共识、
共同推进解决“执行难”工作具有积极推
动作用。 为了展示法院执行工作真实状
态， 让执行工作得到当事人和社会的理
解与支持， 同时倒逼执行人员提高工作
能力、规范执行行为，去年10月，最高法
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向执行难全面宣战”
大型网络直播互动活动。目前，直播活动
已在北京、福建、浙江等地顺利开展，收
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俄外长近4年来首次访美

俄美关系难言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