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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比什凯克 6月 12 日电
（记者胡晓光 李志晖）当地时间12日
晚，甫抵比什凯克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邀请，
来到总统官邸。两国元首亲切会见。

仲夏的比什凯克夜晚，清风送
爽。总统官邸内，华灯初上。习近平
乘车抵达时，热恩别科夫和夫人在官
邸门前迎接。

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中，两国元首畅
叙中吉传统友谊，共商双边关系美好未
来，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到老朋友家
里做客。这是我时隔6年再次访问吉
尔吉斯斯坦。建交27年来，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中吉关系得到长足发展，形
成了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互利合
作、安全上相互倚靠、国际上密切协作
的良好局面。我赞赏总统先生多次发
表公开讲话，坚定捍卫中吉友好。中
方高度评价吉方改革发展成就，祝愿
吉方在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方面再创佳绩。中方愿同吉方分享治
国理政经验，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很
高兴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正不断
走深走实。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努力，
推动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
取得更多新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双方要密切在上海合作组织、亚
信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坚持多边主义，
共同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热恩别科夫表示，感谢习近平主
席高度重视吉中关系。今年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吉方表示热烈
祝贺，祝愿中国发展取得更大成就。
几天前，我刚刚出席《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一卷吉文版首发式。这部著作
对我们借鉴中国宝贵经验、推动吉尔

吉斯斯坦自身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吉方坚定支持中国政府在维护新
疆安全稳定、打击极端主义方面所采
取的措施，感谢中方一直以来对吉方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吉方重视中国在
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愿同中方深化
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各领域互利合
作，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推
动双边关系跨越式发展。

新华社比什凯克 6 月 13 日电
（记者温馨 郝薇薇）国家主席习近平
13日在比什凯克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

习近平祝贺阿富汗独立 100 周
年，祝愿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稳定、
发展。习近平指出，中阿是传统友好
邻邦和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愿同阿方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不断深化
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稳步推进经贸
务实合作项目，支持两国企业本着互
利共赢原则加强合作。中方将一如既
往帮助阿富汗加强反恐维稳能力建
设，希望阿方继续坚定支持中方打击

“东伊运”恐怖势力。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阿人主

导，阿人所有”的广泛包容和解进程，
将继续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劝和促谈，
帮助阿富汗人民实现内部对话。中方
支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改善关系，增
进互信，开展合作。我们愿深入推进
中阿巴三方合作。

加尼表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支持经济全球化进程，是
21 世纪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典
范。阿方感谢中方在阿富汗和平和解
进程、地区和平稳定中发挥的积极作
用，致力于共同打击包括“东伊运”在
内的“三股势力”，愿对接自身重建发
展规划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

更加紧密的阿中经贸合作关系。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会见。
新华社比什凯克 6 月 13 日电

（记者李志晖 王申）国家主席习近平
13 日在比什凯克会见哈萨克斯坦总
统托卡耶夫。

习近平祝贺托卡耶夫就任哈萨克
斯坦总统，高度评价托卡耶夫为推动中
哈关系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习近平
强调，中哈关系行稳致远，历久弥坚。
建交27年来，中哈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式
发展，这是两国几代领导人精心呵护和
矢志推动的结果，我们要倍加珍惜。中
哈共建“一带一路”基础扎实、方向明
确、步伐稳健。双方要牢牢把握好合作
大方向，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光明
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让中哈合作广
泛惠及两国和本地区人民。要积极促
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加强产能、农业、
高技术、金融、交通物流、地方合作，不
断营造合作增长点。要努力打造民心
相通工程，增进两国年轻人相互了解。
我们愿同哈方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和
亚信框架内合作，为促进地区安全和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托卡耶夫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
祝贺我就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发展
对华关系将继续是哈萨克斯坦对外
政策主要优先方向，这对哈萨克斯坦
的发展和地区稳定繁荣十分重要，符
合哈中两国人民利益。哈方致力于
深化哈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同中
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交通、物
流、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
协调。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会见。

新华社比什凯克 6月 13 日电
（记者刘畅 蒋国鹏）国家主席习近平
13日在比什凯克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习近平再次祝贺莫迪连任印度总
理。习近平指出，中印是世界上仅有的
两个10亿人口级别的新兴市场国家，都
处在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印两国
携手合作，不仅能助力彼此发展，而且
将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贡
献力量。我同总理先生去年在武汉举
行会晤，引领中印关系进入新阶段。中
方愿同印方一道努力，持续推进中印更
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坚持中印互
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的基本判
断，坚持深化互信、聚焦合作、妥处分
歧，使中印关系成为促进两国发展的
更大正资产、正能量。要不断拓展合
作渠道，开展投资、产能、旅游等方面
合作，做大共同利益蛋糕，共同推动区
域互联互通，包括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建设，更好实现合作发展、共同发展。
要用好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等机
制，加强信任措施建设，保持两国边境
地区的稳定。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
市场经济体的重要代表，中印双方要
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维护
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利。

莫迪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再次
祝贺我连任印度总理。去年我同习主
席在武汉的会晤非常成功，推动印中
关系得到新的发展。印方愿同中方密
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在广泛领
域推进双边关系，拓展两国合作新领
域，妥善处理好两国间分歧。印中双
方要共同规划好明年两国建交 70 周
年纪念活动，增进两国人文交流。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会见。

习近平分别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阿富汗总统、哈萨克斯坦总统和印度总理

新华社比什凯克 6月 13 日电
（记者郑晓奕 刘畅）国家主席习近平
13日在比什凯克出席仪式，接受吉尔
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授予“玛纳
斯”一级勋章。

授勋仪式在阿拉尔恰国宾馆举
行。吉方司仪宣读授勋总统令。热

恩别科夫向习近平授予“玛纳斯”一
级勋章。“玛纳斯”勋章是吉尔吉斯
斯坦国家最高奖章，由吉尔吉斯斯
坦总统授予，分三个等级，一级为最
高等级。

热恩别科夫感谢习近平为推动吉
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所作特殊贡

献，表示饮水思源，吉尔吉斯斯坦永远
不会忘记中国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
持和帮助，相信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
将为吉中关系掀开崭新篇章。

习近平表示，热恩别科夫总统
授予我“玛纳斯”一级勋章，充分体
现了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

的深厚情谊，我对此十分珍视。我
愿同热恩别科夫总统携手努力，深
化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中吉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更多
惠及两国人民。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

习近平出席仪式接受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热恩别科夫授予“玛纳斯”一级勋章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如美方继续升级贸易摩擦
中方将奉陪到底

6月13日，针对中美经贸磋商相关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
示，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会让步。如果美方一意孤行，继续升级贸
易摩擦，我们将奉陪到底。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
者王希）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与中
央企业签订经营业绩责任书，明确
了2019年度中央企业净利润目标
比上年增长9%。

来自财政部的数据显示，1

至 4 月份，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增
长态势，其中中央企业实现营业
总收入 109784.2 亿元，同比增长
6.7%，税后净利润 5789.7 亿元，
增长 14%。

国资委确定央企经营目标：

今年净利润比上年增长9%

比亚迪西安基地总装车间内即将下线的新能源汽车（6月12日摄）。
6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数据显示，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完成11.21万辆和10.44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16.91%和1.8%，新能源汽
车产销保持稳步增长。 新华社记者 邵 瑞 摄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稳步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6月 13日电
（记者王思北）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13日就《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
估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根据意见稿，个人信息
出境应进行安全评估。经安全评估
认定个人信息出境可能影响国家安
全、损害公共利益，或者难以有效保
障个人信息安全的，不得出境。

意见稿指出，个人信息出境
前，网络运营者应当向所在地省
级网信部门申报个人信息出境安
全评估。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
重点评估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定；合同条款是否

能够充分保障个人信息主体合法
权益；网络运营者或接收者是否
有损害个人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
历史、是否发生过重大网络安全
事件等内容。网络运营者应当建
立个人信息出境记录并且至少保
存5年。

根据意见稿，出现网络运营者
或接收者发生较大数据泄露、数据
滥用等事件；个人信息主体不能或
者难以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网络运
营者或接收者无力保障个人信息
安全等情况之一时，网信部门可以
要求网络运营者暂停或终止向境
外提供个人信息。

国家网信办就个人信息
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上接第一版）全市共安排11个重
点治污项目，总投资约8.1亿元，目
前11个重点治污项目已经纳入省
水污染防治项目储备库。

为加快推进重污染河流治理，
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辽阳市筹措
800多万元在新开河沿线新建宏伟
区腰乐桥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将污
染严重的水体经处理后回灌到河道
内，增加河道的净水量。同时，辽阳
市坚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积极开
展控源截污，对重污染河流进行底
泥修复，实施河流两侧生态护岸、湿
地和氧化塘、生态调水工程等。

目前，2018 年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回头看”交办辽阳市的 321
个案件，317 件已办结。下一步，
辽阳市将对标对表生态环境治理
规划和中央环保督察提出的整改
任务要求，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
一项抓整改，围绕提升水环境质量
这一核心目标，重点从解决工业企
业、农业农村、生活污水、畜禽养
殖、河道垃圾污染五方面入手，积
极推进北沙河、运粮河、新开河等
9条河流11个重点治污工程建设，
实现全境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目标。

辽阳落实整改标本兼治
提升水环境质量

碧水丹山瞰武夷

上图：福建省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的
云海日出景观。下图：福建省武夷山风
景名胜区九曲溪边停靠的竹筏。

在闻名遐迩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
产”地武夷山，数亿年风化和流水等作用
造就了碧水丹山的奇特地貌，郁郁葱葱的
古树林木遍布山间，满眼皆绿、处处皆景，
以大红袍为代表的武夷岩茶享誉中外。

6月13日至15日，北京世园会迎来
“福建日”，精心布置的室内外展园将向
游客呈现一个四季常绿、四时有花的“清
新福建”。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
者刘羊旸 安娜）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
建华13日表示，我国能源清洁低碳转
型步伐不断加快。

章建华在国家能源局 13 日召开
的能源安全座谈会上说，近5年来，我
国清洁能源消费比重从14.5%提高到
22.1%，煤炭消费比重历史性地下降到
了60%以下；煤电机组供电煤耗累计
下降 13 克标准煤，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单位GDP能耗下降20.3%。同时，
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大力提升，开展了
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增强油气
安全保障能力。

我国能源清洁
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
者叶昊鸣）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华山
在13日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
今年1至5月，全国发生各类生产安全
事故 1.5 万余起、死亡 1 万余人，同比
分别下降16%和18.1%。

据孙华山介绍，12个重点统计行业
领域中，煤矿、烟花爆竹、工贸、建筑业、
道路运输、铁路运输、水上运输、渔业船
舶、农业机械等9个行业领域实现事故
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32个省级
统计单位中有30个事故起数和死亡人
数“双下降”，25个未发生重特大事故，
大部分地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1至5月我国生产安全
事故同比“双下降”

据新华社广州6月13日电（记
者吴涛）南方电网公司13日通报，连
日强降雨造成广东、广西、贵州78.2万
户用户停电。截至12日17时，公司已
投入近万人次抢修，94%的用户已恢
复供电。

南方暴雨
致78万户停电

据新华社郑州6月 13日电
（记者李丽静） 来自河南省公安
厅的最新消息，今年4月下旬至5
月底，该省集中开展“雷霆 12 号”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行
动。截至行动结束，共打掉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团伙 79 个，刑拘
1141 人，破获各类电信网络诈骗
刑事案件 1415 起，冻结、查扣涉
案赃款2.88亿元、车辆42部，达到

预期战果。
这次行动对河南省19名冒充

军人采购电信网络诈骗网上逃犯、
省无线电管理部门移交的“黑广
播”犯罪线索及各省辖市研判经营
的75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案进
行集中收网。行动期间，各省辖市
公安机关紧密协作、多警联动，合
成研判、集中收网，实现了战果最
大化。

河南重拳反诈
打掉79个犯罪团伙

生态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