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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今年 12 月 1
日是第三十个世界艾滋病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就加强艾滋
病防治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艾滋
病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疾
病，加强防治工作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

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相关
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
实落实各项防治措施，将艾滋病持续控制在
低流行水平，成绩应予充分肯定。望全面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按照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

针，针对艾滋病传播流行的新形势和新变
化，进一步落实防治责任，加大投入力度，
扎实推进实施“十三五”艾滋病防治行动计
划。加强科研攻关，努力突破防治瓶颈。结
合深化医改着力完善防治服务体系，提供更
有针对性的预防治疗服务，特别要加大对受

艾滋病影响的贫困人群帮扶力度。建立防治
和科研人员激励保障机制，充分调动社会组
织等各方力量，促进全社会广泛参与，倡导
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共担防艾责
任、共享健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的良好局
面。

新华社莫斯科 11 月 29 日电(记者孙奕、
胡晓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1 月 29
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
京。

李克强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
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李克强表示，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习近平
主席同普京总统在越南岘港成功会晤。中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定向前发展。

李克强指出，当前两国经济合作正迈出坚
实步伐。双方在经贸、能源、航空、交通基础设
施、产能装备、农业等传统领域合作持续推进，
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中小企业等新领域合作
也取得进展，表明中俄之间的合作有很大潜力
和广阔前景。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欧亚
经济联盟加强对接，既发挥好传统领域合作的
龙头作用，又注重新兴领域的新动能效应，挖掘

远东开发潜力，扩大跨境贸易规模，更好造福两
国人民。

李克强强调，中方愿同俄方加强在国际事
务中的沟通协调，密切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
框架内的合作，共同助力地区合作稳中求进，为
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建设性力量。

普京欢迎李克强来俄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总理会议。他表示，俄中保持频繁的高层交
往与沟通，充分表明两国关系发展的稳定性和
高水平。两国政府及有关合作机制对双方务实
合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当前俄中贸易增长
势头良好，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农业、地方等领
域合作积极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
倡议具有互补性，希望双方对接好发展战略，更
好实现互利双赢。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
看法。

李克强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
(总理)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在俄罗斯索契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出席会议。这是中共十九大后中国面向欧亚
地区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也是上合组织扩员
后首次总理会议。作为扩员后首任轮值主席国，
中方与各方一道，共同推进上合组织各领域务
实合作，推动地区各国共同发展繁荣。

自 2001 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逐步成为各
成员国拓展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可靠依托，为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了典范，更为地区各国人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当前，国际和地区形

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依然突出，培育经济合作
新增长点、纾解经济下行压力、带动地区经济走
出低谷，是上合组织的重要使命，也是各成员国
的迫切愿望。

扩员后的上合组织，涵盖世界约 40% 的人
口，拥有全球经济规模的近三分之一，实力和影
响力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金融、交通、能源
等关键领域的合作空间大大拓展。各成员国应
抓住机遇，携手释放扩员红利，通过深化务实合
作为组织未来发展积蓄更多动能。

在上合组织发展壮大进程中，中国扮演了
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角色。在今年 6 月举行的
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中方接任轮值主席
国。立足当前、放眼长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上合组织未来发展提出了制定《上合组织成
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未来 5 年实施纲

要、制定未来 3 年打击“三股势力”合作纲要、商
签《上合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等一系列中国倡
议。5 个多月来，中方积极履职尽责，推动上合组
织在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对外交往、机制建
设等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得到各方肯定和赞誉。

2015 年 7 月上合组织乌法峰会期间，各
成员国就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共识，并将此
写入峰会宣言，这标志着上合组织区域经济
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进入融合发展新阶
段。如今，从天山山麓到里海之滨，从帕米尔
高原到哈萨克草原，随着“一带一路”合作的
推进，亚欧大地上现代化交通网络不断延伸，
产能合作蓬勃兴起，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一
带一路”这一发端于中国的合作倡议成为深
化上合组织务实合作的重要推动力。

当然，推进上合组织稳定健康发展，既需要

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也需要人文交流的“软”

助力。以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夯实民意
基础，才能让睦邻友好的合作事业永葆活力，让
上合组织的未来之树更加枝繁叶茂。与此同时，
随着各成员国对安全稳定诉求进一步增强，切
实落实阿斯塔纳峰会签署的《上合组织反极端
主义公约》，防范极端思想蔓延、防止地区局势
生乱的迫切性进一步凸显。这是上合组织职责
所在，也是深化各成员国务实合作的根本保障。

“有志者事竟成。”有理由相信，有高水平的
政治关系作保障，有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作基
础，有务实进取的企业家作先锋，上合组织务
实合作一定会结出累累硕果，上合组织一定会
朝着协调更全面、合作更务实、行动更高效的
方向发展。 (记者魏良磊)

新华社莫斯科 11 月 30 日电

以新作为推进上合组织务实合作新发展

新华国际时评

当地时间 11 月 29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记者梅常伟)在
国防部 11 月 30 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 2018 年军事训练、军队反
腐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中美举行两军联参对话机制

首次会议

吴谦介绍，根据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
共识，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于 11
月 29 日至 30 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就两军联
合参谋部交流合作和改进危机管理与沟通等议
题进行讨论。

“这次会议有助于双方增进了解、深化互
信、扩大共识、管控风险。”吴谦说。

中越两军将在北部湾举行联

合巡逻和演练

吴谦说，为落实习主席访问越南时双方达
成的重要共识，根据中越两军相关协议，两国海
军将于 12 月上旬在北部湾海域进行第 23 次联
合巡逻，并开展通信校验演练和联合搜救演练。
中方重视中越两军关系，愿与越方共同努力，维
护北部湾海域和共同渔区秩序与稳定，推动两

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018 年全军将大抓军事训练

吴谦说，2018 年，围绕提高部队备战打仗
能力，全军将大抓军事训练，重点做好八个方面
工作：一是深化作战问题研究，以先进的军事理
论牵引训练发展。二是紧盯国际战略格局调整
和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发展，强化部队使命课题
针对性训练，确保能够随时应对各类安全威胁，
果断处置各种应急突发情况。三是严格依法治
训、按纲施训，颁发新一代军事训练条例和训练
大纲，完善训练法规制度、规范训练内容标准和
运行秩序。四是适应国防和军队改革调整变化，
按照新的战略安排，构建新时代具有我军特色
的军事训练体系。五是扎实打牢部队战斗力基
础，强化作战指挥训练，加大技战术基础训练，
突出新装备部队训练，实现战斗力新的增长。六
是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着力深
化实战化军事训练，持续整治训练作风。七是加
强军事训练中外交流合作，深化和拓展与相关
国家军队联合训练，打造军事交流合作重要品
牌、增进友谊，互学互鉴。八是大力改善部队训
练条件，推动重点规划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先进
技术转化为训练手段，统筹全军训练资源开放

共享使用，提高训练保障的信息化、精细化、规
范化水平。

中俄将加强防空反导领域合作

吴谦说，中俄两军将于 12 月 11 日至 16 日
在北京举行“空天安全-2017”中俄第二次首长
司令部联合反导计算机演习，演习目的是双方
通过共同演练防空反导作战筹划、指挥、火力协
同等内容，应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对两国领
土的突发性和挑衅性打击。演习不针对第三方。
演习由空军具体承办。

“未来，中俄双方将根据需要加强在防空反
导领域的合作。”吴谦说。

澳大利亚没有资格对南海问

题说三道四

针对澳大利亚外交白皮书在南海问题上发
表的有关言论，吴谦说，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
对。澳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没有资格在南海
问题上说三道四。近一段时间以来，南海形势趋
稳向好，充分说明了域内国家有智慧、有能力、
有办法通过直接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事实
证明，域外国家的干涉只会使南海问题复杂化，

无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
吴谦说，我们敦促澳方恪守其在有关领土

主权争议上不持立场的承诺，不要眼里看着新
亚太，心中还守着旧思维。

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诋

毁子弟兵

关于北京红黄蓝幼儿园涉嫌侵害儿童事件
中的涉军谣言问题，吴谦说，孩子是祖国的花
朵，是国家的未来，我们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
式伤害任何一个孩子。军队是国家的柱石，是人
民的卫士，我们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诋毁
我们的子弟兵。网络是较量无声的平台，是没有
硝烟的战场，我们都要擦亮双眼、提高警惕。

坚决清除一切侵蚀军队健康

肌体的病毒

在回应有关张阳自杀的问题时，吴谦说，中
国军队始终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坚持无禁
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常震
慑，坚决清除一切侵蚀军队健康肌体的病毒，为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 2018 年军事训练等问题答记者问

教育部五大措施力争“幼有所育”取得新进展 财政部提前下达 2018 年多项预算指标保民生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记者王茜)
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 30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教育部将采取五方面
的措施，力争在“幼有所育”上能够取得新的进
展。

田学军指出，幼儿园虐童事件暴露出一些
地方和幼儿园仍然存在管理不善，制度不落实，
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教育督
导委员会办公室立即下发了紧急通知，部署各
地开展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的专项督查，并且
派出督察组分赴不同地方开展抽查。重点检查
师德师风建设等情况，要求对于发现的问题立
整立改，采取实而又实、严而又严的举措，坚决
防止幼儿园伤害幼儿的事件发生，切实保障幼
儿安全健康。

据介绍，从 2010 年开始，教育部已经连续
实施了两期学前教育的行动计划，学前三年毛
入园率从 50 . 9% 提高到现在的 77 . 4%。

田学军认为，幼儿园虐童事件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刚性入园需求与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之间存在的矛盾。下一步，教育部将采取
五方面的措施，力争在“幼有所育”上能够取得
新进展。一是坚持发展与质量并重，着力化解学
前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二是进一步制定强有
力的监管措施，压实监管责任，加大督察力度。
三是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健全幼儿教师
资格准入制度，严把入口关。四是要明确教师的
行为规范。五是积极推进学前教育立法，目前教
育部正进行学前教育立法调研，为学前教育依
法办园、规范管理提供法治保障。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杨学嘉、郁琼
源)为做好民生保障工作，记者 30 日了解到，财
政部日前会同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下发通
知，提前下达 2018 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
助资金 9 2 8 6 4 0 7 万元、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1078932 万元、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859162
万元，以及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212646 万
元。

关于资金使用用途，通知明确，中央财政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专项用于低保、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临时救助、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及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补助支出；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
造补助用于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贫困残疾人家庭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危房改
造。

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救助对象为
在中国境内发生急重危伤病、需要急救但身份
不明确或无力支付相应费用的患者。

通知指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中一
般公共预算资金 88908 万元，统筹用于残疾人
康复、农村贫困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等方面支
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123738 万元，统筹用
于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康复和托养机构
设备补贴、残疾人助学等方面支出。

通知特别强调，用于贫困县的中央财政农
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增幅不低于该项资金平
均增幅。要求及时将资金分解下达到县，分配
给贫困县的资金一律采取“切块下达”，资金项
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县，不得指定具体项目
或提出与脱贫攻坚无关的任务要求。

李克强就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完善防治服务体系 促进全社会广泛参与

共担防艾责任共享健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

“公共厕所关乎民
众健康和福利，中国政
府现在全面重视这个问
题，我们觉得非常棒。”
英国厕所协会负责人雷
蒙德·马丁对新华社记
者说。

小厕所，大民生。厕
所问题不仅关乎百姓的
日常生活，也是中国社
会文明进步程度的一面
镜子。自 2015 年以来，
中国推行的“厕所革命”
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
受到广大群众和游客的
欢迎，也收获海外人士
的广泛赞誉。

牵着民生

连着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
持不懈推进“厕所革
命”，努力补齐影响群众
生活品质短板。

“中国政府发起‘厕
所革命’，努力改善公共
厕所设施，值得称赞。”
马丁去年 7 月就在协会
网站上转发了一篇详细
介绍中国“厕所革命”的
文章。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意识到厕所对建设文明
社会的重要性，他对厕所
问题的重视让人赞赏。我
们希望英国政府和领导
人也能学习这种精神，重
视这个问题。”马丁说。

肯尼亚肯雅塔大学文学专业博士生菲利普·埃
蒂扬 2014 年至 2016 年在北京从事新闻工作，见证
了中国厕所卫生条件的一步步改善。他认为，“厕所
革命”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民生和社会文明的高度重
视。“中国政府能让那么多人口实现脱贫，相信他们
也一定能解决好厕所问题。”

新加坡明鼎国际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郎义煊认
为，厕所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与人民的生活
息息相关，对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中国领导人习
近平能洞察到这个细节，‘厕所革命’很接地气，让人
眼睛一亮。”

埃及《金字塔报》记者萨米·卡姆哈维多次到中
国采访。他表示，中国的“厕所革命”做得非常到位，
公厕数量多，覆盖范围广，卫生整洁，也照顾到不同
人的需求。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也
是中国政府工作细致的成果。

巴西人热娜伊娜·卡马拉说，中国厕所的变化让
民众和游客感到更加方便、清洁。“中国政府从小处
着手投资公共厕所，是帮助人民追求更美好生活目
标的具体做法，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提升。”

经常访问中国的德国作家施台凡·舒曼表示，中
国的大多数公共厕所都是免费的，标识也很清晰。
“中国的厕所系统虽然不是最发达的，但却是最可靠
的，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公共服务。”

务实之举 提升形象

2015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厕所革命”
是提升旅游业品质的务实之举。

“厕所革命”推行两年多来，全国旅游业共新建
改扩建旅游厕所 6 . 8 万座，超过目标任务的
19 . 3%，受到广大群众和国内外游客的普遍欢迎。

中国驻新加坡旅游办事处主任刘晓惠说，近两
年邀请东南亚和海湾地区旅行商前往中国踩线考
察，国外旅行商普遍反映中国景区的厕所有质的飞
越，认为厕所设备硬件升级，常备纸巾且保洁到位，
大大提升了旅客的旅游体验。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负责广播和电视事务的官员
弗朗索瓦·叙比热曾到访中国上百个城市，对厕所的
变化印象深刻。叙比热说：“让我惊奇的是，北京胡同
的公共厕所设施齐全，丝毫不亚于欧洲的厕所，甚至
更干净，还有专门的清洁工每天负责清扫。这与我之
前对胡同的印象完全不同。”

澳大利亚人阿伦·理查德·达夫在中国生活了近
十年。他发现，近年来中国的公共厕所卫生条件有了
很大改善，西式马桶更加普及了，厕所异味也少了，
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厕所配备了厕纸，让没有随身带
纸习惯的外国人免除了很多尴尬。

新西兰一家健康科技公司产品总经理切丽曾于
2016 年来北京参加中新青年论坛。她说，在她去的几
座中国城市里，购物中心或电影院公厕干净整洁，大
多配有手纸和烘手机。此外，还有提供婴儿座椅的母
子厕所、伤残人士专用厕所，为使用者提供了极大便
利。

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狄伯杰说，他最近访问中
国农村时发现，农民家中和公共场所都有了更好的
卫生设施。这肯定将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毫无疑
问，在‘厕所革命’方面，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澳大利亚伊迪斯考恩大学旅游学教授山姆·黄
说，中国发起改善如厕环境的“厕所革命”，让外国游
客感受到中国厕所环境的变化和改善。这件好事可
以大大提升中国的旅游形象。

健康生活 美丽中国

2014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镇江考察
调研时指出，厕改是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提高群众生
活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

“博尔德-拉萨友好城市项目”主席比尔·沃诺克
迄今 23 次访问中国西部地区，目睹了西部地区基础
设施的巨大变化。“我注意到厕所设施有很大改进和
完善。主要的公路，比如四川 318 国道和 G5 高速路
的休息区内都修建有完备的厕所。”沃诺克说，改善
厕所设施，营造洁净的如厕环境，有利于增加民众的
生活幸福感，同时也防止寄生虫病等疾病的传播。

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
苏尔约诺说，“厕所革命”非常及时和必要，有助于提
高中国人民的卫生意识，助力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目标圆满实现。

(参与记者：贾小华、危玮、张代蕾、高山、赵焱、
陈威华、王丽丽、田野、徐海静、田颖、郑思远、刘曲、
金正、韩梅、郑世波、胡晓明、杨舟、陆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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