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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第四届“阿
拉伯艺术节”10月25日在四川成都闭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对艺术节的成
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 中阿文明互鉴源远流
长。历史上，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交相

辉映。
习近平强调，举办“阿拉伯艺术节”

是中阿双方增进民心相通的重要举措。
中方愿同阿方携手努力， 继续加强双方
文明交流和人文合作，为全面合作、共同
发展、 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发

展夯实社会和民意基础， 努力打造中阿
命运共同体，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贡献。

今年7月， 习近平在中国-阿拉伯国
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
宣布，中阿共同在华举办的第四届“阿拉

伯艺术节”正式启动。3个月来，中阿双方
共同在华举办了20多项内容涉及图书、
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塑、诗歌、美
食、 服饰、 摄影和汉学等领域的精彩活
动， 对增进中阿双方人民相互了解和友
谊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民运动会
柔力球总决赛株洲完赛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王亮）10月24日，首届“健
康湖南”全民运动会柔力球总决赛在株洲完赛，邵阳代表队
成为大赢家，获得总积分冠军。

本次比赛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湖南省体育局和株
洲市人民政府承办，湖南省体育产业集团、湖南省老年人体
协、株洲市文体广新局协办，有长沙、郴州、衡阳、怀化、娄
底、邵阳等市州12支代表队参赛。

本次总决赛设花式集体规定、花式集体自编、花式双人
自编、花式单人自编4个竞赛项目。经过两天的角逐，最终邵
阳代表队以曲目《美丽中国》获得集体规定套路第一名，邵
阳代表队的姚跃莲以曲目《塞北的雪》问鼎单人自编套路，
株洲一队的胥阳、王丹以曲目《沂蒙山小调》获双人自编套
路冠军， 集体自编套路第一也被邵阳代表队拿下， 曲目是
《世纪春雨》。邵阳代表队也顺利获得总积分冠军。

第四届“阿拉伯艺术节”在成都闭幕

习近平致贺信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两军关系等答记者问

推动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稳定器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291 6 3 9
排列 5 18291 6 3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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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李克强与安倍晋三
共同出席招待会并致辞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 白洁 王卓伦）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10月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对华进行正
式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并致辞。

李克强表示，40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审
时度势，做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战略决断，继邦交正
常化之后，为两国关系发展树立起又一重要里程碑。条约以
法律形式确立了中日和平共处、世代友好的大方向，确认了
《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包括日方深刻反省战争责任
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表态，明确规定中日两国要发
展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李克强指出，40年来，中日关系历经风雨考验，但和
平、友好、合作始终是主流。值此缔约40周年之际，我们要
坚持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共同构
建更加成熟稳健、务实进取的中日关系。

李克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
年，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既深刻改变了中国，也
深刻影响了世界。未来我们也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
我们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实现高质
量发展。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力度将越来越大，
水平会越来越高。这将为中日双方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开
辟广阔空间，创造更大机遇。我们欢迎日方更加积极参与中
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进程，续写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李克强强调，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
化，一个重返正轨并呈现积极发展势头的中日关系，有着巨
大合作潜力和发展机遇，也面临困难和挑战。双方应当共同
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行稳致远。

安倍晋三表示，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规定了两国关系的
重要原则，指引了日中关系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
得了令世界惊叹的巨大发展，日本也与中国一同前行。日中
两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希
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日中友好合作持续发展，为促进世界
和平与繁荣作贡献。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记者
杨雅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5日在
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就中美两军关
系、中印陆军联训等问题答记者问。

推动中美两军关系
成为两国关系稳定器
有记者问，本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

斯发表演讲，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指
责。请问对此作何评论？

吴谦说，有关讲话充斥着对中方的
无端指责与污蔑， 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美方讲话指责中国军费快速增长，但同
时宣布美国国防费增至7160亿美元，这
种思维与逻辑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
火，不许百姓点灯”。事实上，中国的国
防预算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均军费
开支只有美国的十九分之一。中国坚定
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
军事战略，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致力于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
产品。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完全是世
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吴谦说，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
力下，南海局势总体趋稳向好。但“树欲静
而风不止”， 美方频繁派舰机赴南海并拉
拢域外国家在南海搞针对性极强的联合
军演和巡航，这才是在南海搞军事化。

吴谦透露，不久前，国务委员兼国

防部长魏凤和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在新加坡进行了积极的、 建设性的会
晤。 马蒂斯当面再次邀请魏凤和访美，
两国防务部门正就此保持着密切的沟
通与协调。我们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
行，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深化沟通、
增进互信、加强合作、管控风险，推动两
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

两项联演致力于
维护南海和平安全

吴谦介绍， 正在马来西亚举行的
“和平友谊—2018” 中马泰联合军演是
年度军事训练安排的一项重要军事行
动，主要目的是增进中马泰三国传统友
谊和军事合作，彰显三国共同致力于维
护南海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决心和信心，
增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25日刚
刚进入海上实兵演练阶段的中国—东
盟“海上联演—2018”将有助于增进双
方了解互信，深化我与东盟海上防务安
全合作， 为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打
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发挥正能量。

中印“携手”陆军联训
拟于年内举行

吴谦透露，根据2018年度国际军事
合作计划，中印“携手”陆军联训将于年
内在华举行。双方计划于11月在成都举

行计划会，就联训具体安排进行磋商。

珠海航展将于11月举行
吴谦介绍，第12届珠海航展将于11

月6日至11日举行。截至目前，俄罗斯、
巴基斯坦、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等43国空军（自卫队）将派出代表团来
华观展，届时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
队、“红鹰”飞行表演队和沙特阿拉伯皇
家空军“沙特之鹰”飞行表演队将进行
飞行表演。中国空军还将于11月4日至5
日举行第5届军事飞行训练国际会议。

陆军国际学员周本月举行
吴谦介绍，陆军工程大学将于10月

28日至11月5日在南京举办第6届陆军
国际学员周。截至目前，来自巴西、加拿
大等11个国家的军事院校将派出学员
代表参加，中国陆军11所院校也将派学
员代表参加。

中拉高级防务论坛本月举行
吴谦介绍，国防部将于10月29日至

11月7日在国防大学举办第4届中拉高
级防务论坛。论坛的主题为“增进了解、
促进合作”。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多米
尼加、哥斯达黎加、古巴、墨西哥、乌拉
圭、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防务部门和军
队领导人将出席。

交通运输部：

100余家网约车
平台获得经营许可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 赵
文君） 记者25日从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 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
政策发布实施以来， 网约车行业逐步纳
入规范管理，目前已有100余家网约车平
台公司在部分城市获得经营许可。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介
绍，近期，戴姆勒和吉利、京东、哈啰出行
等各类市场主体纷纷进入交通运输行
业，市场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有利于市
场充分竞争，给乘客出行带来更多选择。

沙特王储：

卡舒吉遇害案
“令人发指”

要求严惩涉案人员
据新华社利雅得10月24日电（记者

王波 涂一帆）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
24日说，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令人发
指”，所有涉案人员必须被严惩。

穆罕默德当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
行的第二届沙特投资大会上说， 卡舒吉
是沙特公民，每一位沙特人都感到悲痛。
这一罪行“令人发指”，“完全无法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