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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东京5月9日电（记者 侯丽
军 冮冶）当地时间5月9日下午，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在东京迎宾馆同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 中日是重要近邻和世
界主要经济体，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关系到双方人民的福祉， 也关系到世界
尤其是亚洲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日关
系前些年经历了不少风雨， 走过了一段
弯路。 近来日方在对华关系上释放重要
积极信息，两国关系出现改善向好势头。
我此次访问的目的， 是要同日方共同推
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并希望双方
相向而行， 努力保持中日关系长期健康
稳定发展。

李克强强调，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缔结40周年。 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
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 明确提出

发展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无论形
势如何发展变化， 双方都要恪守中日之
间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 本着以史
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维护政治基础，
妥善管控矛盾分歧， 共同开创两国关系
未来。 日本政府和领导人多次表示愿正
视和反省过去那段历史， 希望日方以实
际行动加以体现。在台湾问题上，希望日
方信守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双方要
共同维护东海局势稳定向好的局面，使
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从两国
人民根本利益出发，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真正视对方发展为机遇，将互为合作
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体现在
行动中，使和平共处、世代友好始终成为
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和前进方向。

李克强指出，务实合作是中日关系发
展的重要引擎和支撑。 中日两国经济互补

性强，应进一步挖掘潜力，加强节能环保、
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融、共享经济、
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合作， 探讨“一带一
路”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双方已就
签署本币互换协议达成原则共识。 中方同
意给予日方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额度。双方要发扬民间友好传统，
加强文化、地方、教育、体育、媒体、青年等
交流，进一步做好拉近民心的工作。

安倍晋三表示，去年以来，日中关系
得到切实改善， 双方重启日中经济高层
对话并实现外长互访。回顾走过的路，展
望未来，日方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愿以
李克强总理此访为契机， 继承前辈的精
神，持续改善并推进日中关系，推动将战
略互惠关系落到实处， 构筑更加成熟的
日中关系。日方愿同中国加强政治互信，
保持高层往来， 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

上的沟通协调。 日方将按照日中联合声
明的规定，仅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日方
支持中国改革开放， 愿继续推进双方重
点领域合作，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维
护基于规则的公正、开放的多边体系，进
一步扩大投资、旅游、文化、食品、减灾、
海洋开发等领域交流合作。 联合开展第
三方市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双方还就朝鲜半岛形势以及其他共同
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据新华社东京5月10日电（记者 冮冶
侯丽军）当地时间5月10日上午，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东京皇宫会见日本天皇明仁。

李克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明仁
天皇的诚挚问候。李克强表示，今年正值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中方希
望通过这次访问，重温缔约精神，推动中
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并取得新的发展。

李克强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时强调

努力实现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东亚合作之舰
面对当前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抬头

的形势， 三国领导人重申共同维护自由
贸易、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决心。会议
联合宣言中， 三国重申将进一步加速中
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加快《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钟
宪表示， 三国领导人强调维护自由贸易
的重要性， 并承诺采取切实行动应对挑
战，“我认为三国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达
成的共识，将为中日韩加快（三国）自贸
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提供重要支撑”。

在此次会议中，三国领导人同意建立
“中日韩＋X”合作机制，集聚三方优势，联
合拓展第四方，并使合作方受益，带动和促
进本地区国家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
主任吕耀东认为，在全球区域合作日臻活
跃的情况下，作为东亚重要经济体，三国理
应为实现本地区经济一体化而共同努力。

民意相通之源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

相通。深化人文交流，促进人员往来，夯
实民意基础， 对扩展和巩固三国合作基
础至关重要。

此次会议提出， 要充分挖掘三国历

史传统中人文内涵，加强文化、教育、旅
游、 媒体等领域交流合作， 进一步推动

“游历东方”“东亚文化之都”“亚洲校园”
等促进人文交流的活动和项目。

吕耀东认为， 此次会议将三国人文
领域合作细化，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拓展
了中日韩合作领域和交流范围， 并将使
三国合作出现实质提升。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副理事长、庆应义
塾大学教授大西广表示，除了政府高层交
往之外，中日韩民间各领域的交流也必不
可少，将对巩固互信发挥积极作用。

地区稳定之锚
此次会议上， 中日韩领导人一致欢

迎朝鲜半岛核问题重新回到对话解决的
轨道上来， 表示三国对确保地区及世界
和平稳定肩负共同责任。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院内发言人
诸闰景表示，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为半
岛以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作出
贡献。此次会议就半岛问题共同发声，意
味着国际社会为实现半岛和平所开展的
合作正在“熠熠生辉”。

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认为，
在朝鲜半岛迎来和平曙光的背景下，
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强化相互合
作， 有利于促进亚洲的整体稳定与发
展繁荣。

（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重启 三大成果有新意
� � � �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9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时隔两年半召开，就进一步深化和拓
展中日韩合作、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携手增进世界繁荣发展达成一系列共识。明年将迎来中日韩合
作机制启动20周年，舆论和相关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此次会议成果为中日韩合作打开了新局面。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23 8 3 0
排列 5 18123 8 3 0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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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小晖集资诈骗、
职务侵占案一审公开宣判

据新华社上海5月10日电 10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对被告人吴小晖集资诈骗、职务侵占案进行一审公开
宣判，对吴小晖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
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九十五亿元；以职务
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亿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
财产人民币一百零五亿元，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追缴。

经审理查明：吴小晖以虚假名义将部分超募保费转移
至其个人实际控制的百余家公司，用于其个人归还公司债
务、投资经营、向安邦集团增资等，至案发实际骗取652亿
余元。此外，法院还查明，吴小晖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安
邦财险保费资金100亿元。

� � � � 5月9日，在广东肇庆举行的2018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第18届亚运会选拔赛
男子团体决赛中，江苏队获得冠军，湖南队、北京队分获亚、季军。图为亚军湖南
队在颁奖仪式上合影。 新华社发

� � � �在福州闽江畔，一幅革命浮
雕颇为抢眼，上面刻画着中国共
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王荷波
开展工人运动的事迹，一股信念
感“穿透”黄岗岩扑面而来。

王荷波 ， 原名王灼华，
1882年出生于福州。1916年，
王荷波考入津浦铁路南段的浦
镇机厂。1922年6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23年6月， 王荷波赴广州
出席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9月，王
荷波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1925
年1月，王荷波在上海参加了党
的四大，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7年3月，王荷波与周恩来、罗亦农等一道组织领导了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5月， 党的五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
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当选为首任主席。

1927年八七会议上，王荷波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并担任北方局书记。会后，被派往北京领导北方党的工作，
他拟定了工人武装起义计划，秘密建立北京总工会，发展会
员。由于叛徒出卖，王荷波于10月18日被捕。

1927年11月11日， 王荷波被军阀张作霖下令枪杀，壮
烈牺牲，时年45岁。 （据新华社福州5月10日电）

“品重柱石”王荷波

王荷波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 � � �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 （记者 王亮） 5
月9日， 全国体操锦标赛暨第十八届亚运会
选拔赛男团决赛中， 湖南男队以327.900分
的成绩夺得亚军， 创下湖南体操1957年建
队以来男子团体在全国大赛中获得的最好
成绩。

省体育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敬
告诉记者：“赛前我们的目标是进入前三，最
终拿到第二，体现了我们的实力。”

本次比赛我省体操男队共6人出战，分
别是老将屈瑞阳、李宜，中坚力量谭迪、杨家
兴以及小将张博恒、刘洋。6名选手，屈瑞阳、
李宜参加过两次全运会，经验丰富，屈瑞阳
还是辽宁全运会跳马冠军。谭迪和杨家兴是
核心队员，谭迪是天津全运会单杠亚军，今
年年初又问鼎世界杯德国科特布斯站双杠
金牌，杨家兴则是2015年首届全国青运会
男子自由操和跳马的金牌得主。张博恒和刘
洋则是首次参加全国锦标赛。

9日的男团决赛中，湖南队在第一项自
由操中排名第一，但鞍马、吊环、跳马三个项
目结束时落到第三。最后两项双杠和单杠比
赛，湖南小伙子顶住压力，又成功升到第二。
比赛中，尽管小将张博恒、刘洋都有失误，但
屈瑞阳、李宜、谭迪、杨家兴发挥稳定，最终
湖南男队收获亚军，创历史最佳。

省体操男队教研组长陈伟介绍：“我们
经过8年的努力迎来了收获期。体操项目男
子和女子不一样，女孩4年就可以出成绩，男
孩要8年才能成熟。我是从2010年接手这批
队员的，这批队员目前处在一个人员构成最
好的时期，老中青都有，而且技术、状态都比
较成熟。同时，很多队伍在天津全运会后进
入新老交替期，实力有所下降，这也是我们
取得好成绩的客观原因。”他也表示，尽管队
伍构成比较齐整，但也缺少一个像李小鹏那
样的突出队员。谭迪正处在上升阶段，如果
能继续成长，队伍实力还能提高。

力夺全国体操锦标赛男团亚军

湖南体操男队创历史最佳

特朗普：

美朝领导人会晤将于
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0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宣
布，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将于6月12日在新加
坡举行。 特朗普当天早上通过社交媒体推特宣布了这一消
息。他表示十分期待与金正恩的会晤，并希望双方的会晤能
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特殊时刻”。

李克强就加强品牌建设作出重要批示

着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据新华社上海5月10日电 2018年中国品牌日活动5月

10日在上海拉开帷幕。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就加强品牌建设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加强品牌建设，增加优质供给，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近
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品牌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新
形势下，各地区、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经
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
企业综合竞争力，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汇聚
各方面力量， 瞄准人民群众的新需要和不断升级的市场需
求，着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
神，使更多中国品牌伴随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享誉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