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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厦门9月3日电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3日在金
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媒体吹风会上说，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
门会晤有望取得八项重要经贸成果：

一是核准建立金砖国家示范电子口岸网络；二是核准《金
砖国家投资便利化合作纲要》；三是核准《金砖国家服务贸易
合作路线图》；四是核准《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合作倡议》；五是
核准《金砖国家知识产权合作指导原则》；六是就支持多边贸
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达成行动共识；七是核准《金砖国家经
济技术合作框架》；八是各方欢迎中国明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并将鼓励工商界积极参加。

厦门会晤
有望取得八项经贸成果

�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蔡矜
宜）今天上午，2017年援瓦努阿图太
平洋小型运动会体育技术合作项目
欢送仪式在湖南理工学院举行，百余
名瓦努阿图国家队队员、 教练在湘
集训全部结束。

今年5月至9月，瓦方派遣参加
技术合作项目的教练员、运动员共
185人， 分别在湖南和云南两个省
份展开为期150天的集训。 其中有
124人在我省进行田径、足球、跆拳
道等项目的训练。 本次集训过程

中，中方不仅为瓦努阿图运动员提
供了场地、器材、住宿、饮食、医疗
等方面的全方位训练保障，也为瓦
努阿图朋友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
业余文化生活。

瓦努阿图青年体育部部长Hon�
Seule� Simon在致辞中表示，通过本
项目的学习和交流，瓦努阿图的运动
员在各自竞技水平和理论知识等方
面大有收获，进步明显。“感谢中方工
作人员所做的一切努力，并祝愿中瓦
友谊地久天长。 ”

� � � �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纪念日。 全国多地人们自发来到博物馆、反法西斯胜利纪念遗址地等，追忆凭吊
先人，铭记那段历史。 图为河北省河间市职业教育中心学生和90岁的抗战老兵孟庆玉在冀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缅怀先烈。

新华社发

凭吊先人 铭记历史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103 7 0 6 7 2 7 4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11367572.12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39 6 0 5
排列 5 17239 6 0 5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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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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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厦门9月3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3日在厦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欢迎普京来华出席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对话会。 习近平强调，我今年7
月访问俄罗斯期间， 同总统先生就深化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
识。 两国各部门正在全面落实两国元首
共识，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果。双方
要巩固业已建立的高度政治互信， 坚定
加大相互支持，加强战略协作。要发挥双
边合作机制作用，落实能源、航空航天、
核电等重点领域合作项目，积极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
加紧开展互联互通等方面项目对接，促
进两国毗邻地区共同发展。 要密切人文
和地方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
友谊。要加强两军交流合作，密切在国际
多边场合协调和配合。 中方愿同俄方携
手努力， 推动中俄关系迈上新的更高水
平，助力两国各自发展振兴，合力维护地
区及世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指出，当前形势下，做强金砖
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符合
金砖国家共同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特别
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期待。

我们要巩固团结合作， 对外传递积极信
号；着眼合作全局，规划金砖合作方向和
重点；加强协调配合，提升在国际事务中
的影响力；完善机制建设，推动金砖合作
行稳致远。 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金砖
国家一道，推动厦门会晤取得丰硕成果，
做好会晤成果后续落实， 全力推动金砖
合作走深走实，开启金砖合作第二个“金
色十年”。

普京表示， 俄中关系继续呈现积极
发展势头。俄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以加
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深化两
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沟通协调十

分重要。 俄方愿同中方深化在投资、能
源、农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等领域合
作，增进文化、教育、体育、媒体、旅游和
地方交流，密切两军交往。俄罗斯支持中
国成功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和
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

习近平和普京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
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一致同意坚
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 并密切沟通协
调， 妥善应对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这一
最新形势。

会见后， 两国元首共同参观闽南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我国在东北边境
启动辐射应急监测

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环境保护部3日下午发布消息，
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已在我国东北边境组织开展辐射
应急监测。

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已于11时46分启动朝核辐
射环境相关应急预案，进入二级应急响应状态。目前东北三省
和山东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运行正常，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
全局）第一时间已在东北边境组织开展辐射应急监测。

上海警方通报：
对涉事民警行政记大过
对涉事女子警告处罚

据新华社上海9月3日电 1日，上海
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民警粗暴执法事件发
生后， 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和松江分局党
委高度重视，1日12时， 市公安局立即责
成松江分局和市局警务督察总队开展调
查。至2日16时，案情基本查清。根据案件
实际情况，松江分局依据《公安机关人民
警察纪律条令》 对涉事民警朱某作出行
政记大过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 对涉事女子张某作出警
告的处罚决定。

瓦努阿图国家队在湘集训结束

� � �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各地干部群众翘首以盼、欢欣鼓舞，表示要以团结奋进的崭新面貌，砥砺前行，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 � � �五年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砥砺奋进，改革创新，
取得瞩目成就。各地干部群众充分感受到了
伟大祖国的日新月异和满满的获得感。

位于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市两河口镇
的大荣村， 十年前还是一个交通不便的
贫困村。 近年来，在政府帮助下，大荣村
通过发展特色农业顺利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面吹响脱
贫攻坚的战斗号角， 党员带头苦干实干，
群众的幸福感普遍提升，大家感觉好日子
要来了。 ”大荣村村支书唐永富感慨道。

来自山西省晋城市刘家川村的第一
书记郜燕霞从山西省党风政风得到改善
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 全面从严治党，为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她说， 我们的党员队伍将更加坚强有力，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

2016年，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在三江源地区设立， 探索科学有效的
生态保护体制， 打造美丽中国“生态之
窗”。 29岁的卓玛加成了三江源国家公
园管理局正式聘用的生态管护员。“草高
了，河宽了，近5年明显感觉到家乡的生
态越变越好。”卓玛加说，我爱我的家乡、
更爱我的祖国，希望通过我的努力，为美
丽中国的壮美画卷增添一抹亮色。

� � � �唯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各行各
业干部群众立足岗位，在自己所在领域
发挥光与热，迎接党的十九大。

五年来， 中国民用飞机产业全面崛
起，C919大客机实现了首飞，ARJ21飞机
投入市场运营。 执行C919首飞任务的机
长蔡俊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我们有
信心、 有决心将中国的民机产业发展壮
大，将在自己的岗位上，砥砺奋进、矢志
不移，为中国的大飞机事业增光添彩。 ”

“前段时间做阑尾炎手术，按病种
收费标准是7000元， 医保基金报销
70%，剩下的30%自付。”福建三明市一
位患者告诉记者， 不用担心医院会多
做检查，过度治疗了。“三明医改”从破
解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入手，让患者有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

福建省医保办主任詹积富表示，对
十九大的召开充满期待，相信党中央会

持续推进各项改革，让人民群众得到更
多实惠。

创新创业大潮下，中国互联网诞生
了一批世界级企业，还涌现出一批领头
羊。 仅广州，就有3000多家互联网相关
企业年产值2000多亿元， 从业人员数
十万。

“科技界关心创新驱动战略相关的
新提法新政策。 ”广州久邦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发展规划室总监周喨说，十九大
是现在全世界最受关注的政治活动之
一，可以肯定，会对未来中国互联网等
创新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 � � �“党的十九大将揭开内蒙古发展的
新篇章。 作为一名基层技术人员，在企
业产品升级的关键转型期要勇于担责，
为企业发展贡献智慧；在民族地区发展
中更要团结奋进，为‘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包钢技
术中心副主任涛雅信心满满。

青春当奋斗，拼搏正当时。
28岁的北京大学数学专业博士生

蔡永强，打算今年毕业后赴新加坡国立
大学攻读博士后，希望将来能在计算数
学方面学有所成，为我国在材料应用方

面提供精准的计算方法支撑。
“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创新发展战

略驱动下，我国科研人员有了更多的机
遇和更广阔的平台。 作为一名青年学
子，我要努力汲取知识，将爱国热情融
入学习和研究中，将来才会有能力担负
起时代和国家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蔡
永强说。

即便是在周末， 江西省赣州市信
丰县大阿镇党委书记谢晓斌也还在东
风村调研脱贫攻坚进展。“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 ” 在东风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院
子里，谢晓斌郑重承诺，“镇村两级干
部要牢记职责和使命， 以高度的责任
心和担当，破解‘最后一公里’问题，
让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中央好政策带
来的实惠。 ”

盛会在佳期，逐梦正当时。
随着党的十九大召开日益临近，广

大干部群众表示，不论身处何地、站在
何种岗位，都要团结一心、履职尽责、砥
砺奋进， 以满腔的热情和昂扬的姿态，
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共同开启向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的
新征程。

（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五年成就 倍感振奋1 立足岗位 扎实行动2

3 满怀信心 续写新篇

砥砺奋进 更创辉煌

� � �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外交部3日就朝鲜再次进行核试
验发表声明。 声明全文如下：

今天，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
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予强烈
谴责。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核不扩散体系、维护东北亚和
平稳定，是中方坚定立场，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意愿。 我们强烈
敦促朝方正视国际社会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坚定意志，切
实遵守安理会相关决议，停止采取恶化局势、同时也不符合自
身利益的错误行动，切实回到对话解决问题的轨道。

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全面、完整执行安理会有关涉
朝决议，坚定不移地推进半岛无核化目标，坚定不移地维护
半岛和平稳定。

外交部发表声明
就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