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伦敦8月31日电 由于欧
盟与英国之间分歧太大， 历时4天的第
三轮英国“脱欧” 谈判8月31日无果而
终。观察人士指出，这一结果加深了英
国商界对未来的担忧情绪。

欧盟英国“脱欧”首席谈判代表米
歇尔·巴尼耶当天表示，“脱欧”谈判“没
有决定性的进展”， 仍不能就未来的贸
易安排展开讨论。

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也承
认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并呼吁欧盟
展示灵活性以打破谈判僵局。

尽管英国在谈判前发布了一些关
于“脱欧”的立场文件，但欧盟仍指责英
国“毫无准备”，尤其是没有在文件中提
到“分手费”问题。据悉，谈判中欧盟坚
持先谈“分手费”、欧盟公民权利以及北
爱尔兰边界安排等具体问题，而英国则
希望尽早确定双方贸易关系及过渡安
排等事宜，以安抚国内企业，提振经济。

谈判无果而终加深了英国商界的
不安情绪。事实上，在英国公布其谈判
立场文件时， 英国商界人士就表示，明
确过渡期贸易安排是比寻求最终贸易
谈判结果更优先的事项。

伦敦金融城亚洲特别事务顾问谢
里·马德拉表示，“脱欧”谈判令人困扰，
因为充满不确定性。金融城将和利益相
关者一起推动政府明确谈判前景，以保
证投资决策的有效性。

英国商会负责人亚当·马歇尔指
出，英国和欧盟应该优先开始过渡期工
作安排， 特别是在海关程序方面的安
排，以增强双方企业信心。英国零售联
盟也警告说， 如果不解决海关程序问
题，“脱欧”将给英国带来粮食短缺等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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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31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
行国事访问并出席新兴市场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对话会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
赫蒙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建立
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塔关系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

习近平指出， 中塔是亲密无间的友好
邻邦和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建交25年来，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中

塔关系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两国2013年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高层交往、政治互信、
务实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中方愿
同塔方一道， 以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为契机，推动中塔合作深入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赞赏塔吉克
斯坦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一带一路”
倡议。双方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塔
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对接，落实
好中塔合作规划纲要，加强交通、能源、

口岸、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构建全
方位互联互通格局。双方要打造新的合
作增长点，做大做强农业合作，深化产
能合作，支持科技创新和交流。双方要
加强经贸合作，中方支持塔方同中国金
融机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建立合作联系，愿与塔方共同促进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中塔同为丝绸之路
文明古国，应加强文化、教育、青年等领
域交流合作，筑牢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拉赫蒙表示，塔方积极支持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合作， 愿同中方一道，深
挖两国合作潜力， 扩大金融、 农业、水
利、产能、能源、矿业、科技园区、交通运
输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了
《中塔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见证了《中塔合作规划纲要》及科
技、农业、能源、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地方、
媒体等领域10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

建立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在国防部8月31日举行的例行记
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就洞朗事件、驻澳门部队救
灾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任国强说，洞朗事件发生以来，中国军队始终密切关注形
势发展变化，一刻也没有忘记保卫国家之责，一刻也没有忘记
保卫和平之责，一刻也没有放松针对性军事斗争准备。我们采
取现地紧急处置措施，加强边界管控，前推作战部署，强化针对
性训练，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合法权益，同时通过军事外
交和边防交往渠道，多次与印军进行交涉，为推动洞朗事件妥
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洞朗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寸都不能
少。”任国强说，中国军队将坚定履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神圣
职责，加强在洞朗地区的巡逻驻守，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
决捍卫洞朗的一草一木。

任国强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经澳门特区
政府请求，中央人民政府批准，8月25日，驻澳门部队根据中央
军委命令，依法协助澳门特区政府救助灾害。广大官兵不畏艰
险、连续奋战，共完成11大区域的灾后清理任务，累计面积达
107.6万平方米，街道总长约12.05万米，运送垃圾700余车。

任国强说，这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驻澳门部队首次参与
救援工作，驻澳门部队与澳门特区政府携手救灾，努力减少风
灾带来的各种危害和影响， 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受
到澳门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国防部：

中国军队坚决捍卫
洞朗的一草一木

� � � �再过几天，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
会晤将在厦门拉开帷幕。 本次厦门峰会
在财政和金融领域将有哪些成果和亮
点？8月31日，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
吹风会透露了会议预期取得的“七大成
果”和中方对此次会议的“六大期待”。

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周强武
在吹风会上说：“金砖合作机制成立十
年来，五国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机
制不断完善， 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显
著上升。 财金合作作为诸多机制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是促进了金砖国
家和世界经济的增长。”

其他六项成果将包括： 深化在G20
项目下的财金合作； 推动金砖国家新开
发银行继续向前发展； 针对金砖国家面
临的共同发展任务， 推动PPP领域的合
作； 就会计准则趋同和审计监管等开展

合作， 为金砖国家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做
准备； 完善税收合作特别是国际税收合
作，提高政策协调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推
动应急储备安排的完善， 推动金砖国家
本币债券市场发展， 推动金砖国家间的
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化布局， 加强
金融监管交流与合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
长叶辅靖在吹风会上表示，下一步，期待
金砖国家在六个方面加强合作。

一是加强创新合作， 考虑打造创新
联盟、技术交易平台、推动联合创新。

二是加强开放合作，各国应尽快制定
落实2020年前贸易、经济、投资合
作路线图， 可以考虑先期形成互惠
性的贸易投资安排，在WTO承诺基
础上降低相互关税等壁垒， 实现一
批实实在在的成果， 进一步考虑建

立金砖国家自贸区的可行性。
三是进一步落实经济伙伴战略，

在八个重要领域进一步密切合作，如
在产能合作、能源合作等方面，可以考
虑出台一些标志性的合作项目。

四是加强发展战略的对接， 中国
正在形成“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的对
外开放新格局，在金砖国家机制下，可
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各国发
展战略对接。

五是把握新兴领域的合作机遇。
六是扩大合作受益的范围。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七大成果”+“六大期待”
———金砖财金合作亮点提前看

� � � � 2017年8月12日， 来自巴西的
足球教练、 现东莞马丁思足球训练
营创办人马丁思指导学生进行训
练。 马丁思2007年来到中国东莞，
2010年创办冠军足球学校， 并于
2015年开设马丁思足球训练营。这
家训练营分别在东莞的莞城、厚街、
松山湖建立了训练基地， 目前已招
收两百多名学生常年接受训练。

金砖国家人文交流增强了凝
聚力，也进一步证明，不同社会制
度可以相互包容，不同发展模式可
以相互合作，不同价值文化可以相
互交流。 新华社发

第三轮英国“脱欧”
谈判无果而终
结果使英国商界不安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36 5 1 5
排列 5 17236 5 1 5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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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随着高铁出行更加便利、快捷，“高
铁化”正成为我国暑运新的关键词。记者8月31日从中国铁路总公
司了解到，暑运期间，近6亿人次坐火车出行。

“今年暑运高铁化的特点非常明显。”北京西站党委书记宋
建国说， 西站安排了100对高铁列车， 上座率几乎全部达
100%，连商务舱的票都非常紧张。“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

随着我国高铁里程超过2万公里，郑徐、沪昆、宝兰等高铁
逐步开通，高铁网已初步成形。

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铁路网络化运营效应
明显。

“高铁化”成新关键词
暑运期间近6亿人次坐火车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