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王亮）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寻觅红军长征足迹，2015“走红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
大湘西”活动第二站将于9月3日在怀化市溆浦县启动。

本次怀化站的徒步活动以“走红军走过的路，觅革命先
烈足迹”为主题，活动内容包括徒步、露营以及诸多红色文化
活动。 本次活动有200名年龄在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选手
参加。其中，100名为专业的挑战组，100名为业余的健行组。

本次活动A线（挑战组）与B线（健行组）的起点、露营
点、终点都相同，不同的是A线的徒步距离更长，难度系数
更大。A线长约70.5公里，累计海拔爬升3198米，累计海拔
下降3308米；B线长约61.3公里， 累计海拔爬升2306米，累
计海拔下降2399米。两条路线均将历时3天，起点为岗东乡
红二方面军总医院（后勤部）遗址，终点是思蒙乡花园村。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文明办、湖南省体育局、湖南省旅游
局主办，共分3站。第一站已于6月在湘西自治州顺利举行，
最后一站邵阳站将在10月份展开。

“穿越大湘西”怀化站明启动

据新华社东京9月1日电 东京奥组委１日宣布放弃采
用日本设计师佐野研二郎“创作”， 但涉嫌抄袭的2020年
东京奥运会、 残奥会会徽。

东京奥组委7月24日公布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
会会徽设计方案。 会徽由日本设计师佐野研二郎“设计”。
它以简单几何图案组成“Ｔ” 字形状。 该会徽随后被指与
比利时设计师奥利维耶·德比为当地一家剧院设计的标志
“惊人地相似”。 后者已于上月向法院起诉， 要求东京奥组
委停止抄袭行为。

东京奥组委称将尽早选定新的会徽。

东京奥运会会徽遭弃用
涉嫌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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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委内瑞拉
总统马杜罗。

习近平欢迎马杜罗来华出席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纪念活动。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继续在涉及
各自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 在重大
国际事务中通力配合。 要在互利互惠基础
上扎实推进务实合作， 充分发挥现有融资
机制作用，探讨开展金融、矿业、农业等领
域新的合作。 中方愿协助委方提升工业产
能， 为在更广泛领域扩大务实合作奠定基
础。要加强双方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交
流，夯实中委友好的民意基础。

马杜罗表示， 很高兴来华同中国人
民共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中国抗日战争
的胜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委内瑞拉珍
视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愿在国
家发展中加强同中方在能源、 金融等各
领域合作， 密切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协
调和配合。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苏丹总统
巴希尔。

习近平欢迎巴希尔来华出席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纪念活动。习近平指出，两国将发表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是中苏
关系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中方珍视中苏
传统友谊，愿同苏方一道努力，推动中苏
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双方要巩固战

略互信， 继续在涉及彼此重大关切问题
上相互坚定支持。要深化石油、基础设施
建设、农业、可再生能源和高新技术领域
合作，加强文化、教育、卫生、旅游等领域
交往， 中方愿继续为苏丹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

巴希尔表示， 很高兴来华同中国人
民一道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苏中两国关系
基础牢固，双方务实合作不断推进，为两
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布亚新
几内亚总督奥吉奥。

习近平欢迎奥吉奥来华出席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纪念活动， 感谢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和人
民多年来对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拉包尔市
的中国抗战将士陵园予以积极维护。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瓦努阿图
总理基尔曼。

习近平欢迎基尔曼来华出席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纪念活动。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
瓦关系得到长足发展， 给两国人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们愿同瓦方一道努
力，保持高层和各级别交往，扩大两国政
府、立法机构、政党、地方对话交流，深化
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渔业、旅游业等领
域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
系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分别会见多国政要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1日上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前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连战
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习近平强调，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
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是包括台
湾同胞在内的全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
两岸同胞要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团结一
心、维护胜利成果，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
努力。

习近平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
特别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 空前的
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 在外

敌入侵、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
毅然奋起， 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展开
了殊死斗争。 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民
族、阶级、地域，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用
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 协同作
战，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
出一大批气壮山河的抗战英雄。

习近平强调， 台湾同胞始终与祖国
同呼吸、共命运，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是
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本侵
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 台湾同胞从未停
止抗争， 数十万台湾同胞为此付出了鲜
血和生命。全面抗战爆发后，台湾同胞积

极参加和支援大陆人民抗战， 不少同胞
为国捐躯。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日本
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 台湾回到了祖
国怀抱。

习近平表示，透过近代历史风云，两
岸同胞深刻体会到， 大陆和台湾是不可
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的命运从来都
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国家强大、 民族强
盛，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每一个中国
人生存、发展、尊严的保障。我们要铭记
历史教训，弘扬抗战精神，珍爱和平，共
谋发展， 团结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共同奋斗。

习近平强调，2008年以来， 国共两
党、两岸双方同两岸同胞一道，在“九二

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开辟了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事实证明，这是一
条有利于两岸同胞团结奋斗、 实现互利
双赢的正确道路。 只要两岸同胞沿着这
条道路坚定走下去， 就一定可以抚平历
史造成的心理创伤， 为民族复兴凝聚起
强大力量、开创出美好未来。

连战表示，两岸人民同为中华民族。
我们共同纪念抗战胜利， 是为缅怀过去
整个民族浴血抵御外侮的悲壮历史，共
同策进全世界爱和平、 反侵略的美好理
想。我们要巩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这一两岸政治互信的基础，坚定
推动互助合作、互利双赢，让台湾各界越
来越多体认、投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习近平会见台湾各界代表人士

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设立600亿元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政府与市场携手增强创业创新动力；部署推进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方便群众就医。

会议认为，改革创新投融资机制，强化定向调控，让积
极财政政策更加精准发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对于扩大就业，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强发展新动能，
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决定，中央财政通过整合资金出资150
亿元，创新机制发挥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吸引民营和国有
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等共同参与，建立总规模为600
亿元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通过设立母基金、直投基金
等，用市场化的办法，重点支持种子期、初创期成长型中小
企业发展。 基金原则上采取有限合伙制，其募资、设立、管
理、收益分配、到期退出等均按市场化原则操作。 通过社会
出资人优先分红、国家出资收益适当让利等措施，更多吸引
社会资本，激发中小企业“双创”活力。

会议指出， 建立分级诊疗制度， 是深化医改的重要举
措，有利于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均等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会议确定，坚持群众自愿、政府
引导，以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以慢性病、常见病、
多发病为突破口，逐步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
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 一是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和县级
公立医院服务能力建设，强化基层全科医生等人才培养，推
动基本实现看大病不出县。 合理拉开不同级别医疗机构起
付线和支付比例差距，鼓励常见病、多发病患者首先到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就诊。二是整合共享检查检验、消毒供应等医
疗资源，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促进不同级别和类别医疗
机构之间有序转诊，上级医院对转诊患者提供优先接诊、检
查、住院等服务，畅通慢性病、恢复期患者向下转诊渠道。三
是鼓励老人、儿童、孕产妇、慢性病患者等，在自愿基础上与
基层全科医生、乡村医生等签约，接受基本医疗、公共卫生
和健康管理等服务，鼓励二级以上医院医师参与签约，使居
民获得更便捷的优质医疗服务。 今年所有公立医院改革试
点城市和综合医改试点省份都要开展分级诊疗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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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周文林

从9月1日起，我国对儿童安全座椅产
品实施强制性3C认证，没有获得认证证书
和没有标注3C标志的机动车儿童安全座
椅将不得上架销售。 这一措施实施后，能
否推动儿童安全座椅在用户中的进一步
普及？ 整体产业链以及产品质量由此能否
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这些问题正成为各方
关注的热点。

根据相关规定，儿童安全座椅的3C测
试项目包括静态试验、动态试验、燃烧试
验、毒性试验，只有通过这些测试才能拿
到3C认证。 3C认证的开始，对促进良好的
市场秩序和儿童乘车安全将起到重要作
用。

近年来我国快速迈入汽车社会，儿童
安全座椅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的数据， 在汽车发生碰撞时，儿
童安全座椅能使婴儿的死亡率降低71%，
幼儿的死亡率降低54%。 欧美等国家儿童
安全座椅的使用率普遍较高，部分国家甚
至达到90%以上。

而在国内，儿童安全座椅的普及使用
仍面临两大难题的挑战，一是使用意识仍
普遍不高，二是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信心
仍待提高。 根据汽车之家针对此次儿童安

全座椅3C认证进行的专题调研报告，不少
人对儿童安全座椅3C认证的出台认知并
不理想，其问卷调查显示，52%的车主不知
道此次出台的3C认证规定，66%的用户表
示在购买儿童安全座椅时对安全性及质
量存在疑虑。

事实上，虽然最近几年儿童安全座椅
的宣传不断加强，大部分车主都认可使用

儿童安全座椅能保护孩子乘车的安全，但
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仍较低。 质检总局今
年5月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60.6%的儿童
在乘车时仅由大人看管，使用过儿童安全
座椅的家庭比例仅为19.7%。

汽车之家儿童安全座椅公益项目负
责人表示，许多家长不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的主要原因仍是乘车安全意识淡薄。 调查

显示， 约五成家长担心孩子不愿意坐，两
成家长觉得购买成本高。 日常生活中，许
多车主都认为抱着孩子与使用儿童安全
座椅的效果差不多。 但专家表示，如果车
速每小时48公里，当急刹车时，绝大多数
的母亲是“抱不住的”。

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对于儿童乘车
安全的重视不断提高。 早在2012年7月，我
国《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国家标
准正式实施。 去年5月底我国发布了全面
反映儿童乘车安全现状的《中国儿童乘车
安全蓝皮书》。

相关专家认为，此次儿童安全座椅3C
认证的实施，对提升儿童安全座椅产品质
量，规范行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资
料显示，全国儿童安全座椅的生产企业约
有300家， 价格从一两百元到四五千元甚
至上万元不等，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此次
实施强制3C认证后， 将带来行业洗牌，一
些达不到标准的企业产品将会退出市场。

此外，此次儿童安全座椅实施强制性
3C认证，显示了国家对儿童乘车安全的进
一步重视。 但目前仍有很多地区和消费者
对儿童安全座椅的认识不够，因此持续普
及儿童乘车安全认知，推动对儿童安全座
椅的使用立法也应成为下一步继续推进
的工作。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新华社记者 范伟国 胡晓光 岳连国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华前夕表示，俄
中两国共同致力于并将坚定不移地捍卫
历史真相、维护共同胜利，两国共同庆祝
二战胜利70周年，就是对这一决心直截了
当的宣示。

普京在赴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
动前夕接受新华社和塔斯社联合采访时
说，胜利纪念日对俄中两国确实具有特殊
意义。 苏联为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 中国
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 两国永远不会忘记
那一代胜利者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果敢
刚毅和精神力量。 两国将永远缅怀先烈，
敬仰老兵。

“我们两国是抗击纳粹主义和日本军
国主义的盟友， 承受了侵略者的主要攻
击。 我们不仅在这场恶战中挺住了，而且
取得了胜利，给世界带来了和平的生活。 ”
普京指出，苏中两国人民在艰难岁月的相
互支持、共同的历史记忆，成为当今俄中

关系的牢固基础。
普京说，今天，在欧洲和亚洲，有人企

图篡改二战历史，肆意对一些事件，特别
是战前和战后的一些事件进行毫无根据
的曲解。 某些国家通过美化罪犯及其帮
凶、为其平反昭雪，挑衅性地要改变纽伦
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决定。 这简直是对纪
念千百万牺牲者的一种侮辱。 这种历史投
机行为的目的昭然若揭，那就是借此搞地
缘政治把戏，离间各国和各国人民。

普京强调， 俄中两国对二战的起因、历
史和结果持相似看法。 对两国人民来说，战
争的记忆和战争的教训都是神圣的。“这段
悲惨的历史，召唤我们要对世界的命运共同
负起责任，要认识到破坏性的排他主义和肆
意妄为念头将会造成怎样可怕的后果。正是
这些想法滋生了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 因
此，我们应防止其复活和扩散。 ”

谈到两国关系，普京说，今天的俄中
关系， 应该说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目
前仍在向前发展。 两国人民真诚友好、相
互尊重、相互信任、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希

望两国繁荣昌盛，这一切构成了俄中伙伴
关系的基础。 俄中两国的协作，对保持并
巩固全球和地区的安全稳定，对寻找应对
挑战的有效办法具有特殊意义。

普京说，中国是俄罗斯关键的经济伙
伴。 近些年，两国在经济合作和生产协作
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能源依然是俄
中主要合作领域，双方正向逐步形成能源
战略联盟迈进，相信这将在国际经济关系
中占据显著位置。 去年5月，双方签署了俄
对华每年供应38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合
同，天然气将从“东线”提供，为期30年。 为
实施该项目已经开始建设“西伯利亚力
量”天然气管道。 今年5月，双方签署了“西
线”初步协议，“西线”出口量将达到每年
300亿立方米。 此外，包括石油、核能、煤炭
在内的其他能源领域合作也取得了明显
进展，俄中能源领域合作潜力十分巨大。

普京认为，高铁建设是俄中两国最具
合作前景的领域之一。 目前，双方已经就
联合投资莫斯科-喀山高铁的各项参数达
成一致，俄罗斯计划与中国伙伴联合投资

1万多亿卢布。 俄方希望，这条高铁在2020
年就投入运行，成为俄中在运输和基础设
施领域相互协作的样板项目。

谈到俄远东开发，普京说，开发西伯
利亚和远东是俄在整个21世纪的国家优
先方向。 为了完成这一宏大任务，俄方已
经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目前正在积极
实施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纲要，它包括几十个大型投资项目。 俄方
希望吸引包括中国投资者在内的外国投
资者实施这些项目。

普京表示，他有幸在多年期间观察中
国发展进程。 每次来中国他都观察到，中
国经济实力在增强，现代基础设施建设以
及社会发展达到新高度。

“我们两国在加强实业界交流和扩大
人文合作方面拥有巨大潜力。 重要的是，
我们准备挖掘这些潜力，我们之间的互信
和对对方的兴趣在提升， 友好联系在增
强。 在此基础上可以做许多事情，可以取
得许多成果。 ”普京说。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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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安全座椅强制3C认证

孩子们能否就此放心出行

新华社发

俄中共同致力于捍卫二战历史真相
———访俄罗斯总统普京

65批次食品不合格
蒙牛等企业榜上有名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1日发布消息称，2015年2至6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抽检6类食品3518批次样品，不合格样品65批次。

例如， 湖南省株洲国强湘菜特制加工厂生产的红薯圆
粉检出不得使用的添加剂柠檬黄、苋菜红和日落黄；沈阳万
福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酱卤鸡爪亚硝酸盐超标。 内蒙古
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地：乌兰察布3A）生产的
冰糖味棒冰和上海大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赤豆棒冰大肠
菌群超标。

对上述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企业所在地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已按照相关规定， 责令生产经营企业及时采取下
架、召回等措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当地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对不合格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进一步调查处理，
查明生产不合格产品的批次、数量和原因，制定整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