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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昨同越共总书记会谈，
就发展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提出建议

应妥善处理并管控好海上分歧
11 月 5 日，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
机离开北京，应越南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张
晋创邀请，对越南进行国事
访问。
这是习近平主席担任中
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
首次访问越南，也是中国国
家主席时隔 10 年对越南的
再次访问。

发文谈访越
“这是到邻居家串门、
到同志家作客”
11 月 5 日，在对越南进行
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在越南
《人民报》发表题为《携手开创
中越关系的美好明天》的署名
文章。在文章中，习近平就访
问越南表示，
“这是到邻居家串
门、到同志家作客，我感到十分
高兴”。
提起中国和越南，说到中
越关系，我们都会想起那首两
国 民 众 耳 熟 能 详 的 歌 曲“ 越
南 - 中 国 ，山 连 山、水 连 水 ”，
“共饮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
清晨共听雄鸡高唱”。作为山
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越两国
人民友谊源远流长。近代以
来，中越两国人民在争取国家
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相互支
持、患难与共，
留下许多佳话。

马英九昨举行记者会表示：

两岸领导人会面
是为下一代的幸福

11 月 5 日，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会谈后，共同见证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新华社发

会谈有成果 双方同意推动中越关系稳定发展
5 日，习近平在河内同越
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
谈。双方一致同意秉持
“长期
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
面合作”
方针和
“好邻居、好朋
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推
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越山水相 “同志加兄弟”
传统友谊历久弥
连、
唇齿相依，
中越是具有战略
坚，
是中越双方必须维护好、
传
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两国在
承好的共同财富。习近平对
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
越南共产党成立85周年、
越南
争中并肩战斗，
在社会主义革
建国 70 周年表示诚挚的祝
命和建设事业中相互帮助，
由
贺。中方支持越南坚持共产
毛泽东主席、胡志明主席等双
党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支
方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
持越南继续深化革新事业。

据新华社电 两岸领导人习近
平、马英九将于 11 月 7 日在新加坡
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
换意见。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 5
日举行记者会表示，两岸领导人会
面对台湾、大陆与世界都是正面的
事，看看各界反应就可了解，做这
个决定不是为下一次选举，是为下
一代幸福。
他表示，两岸领导人会面议题
在过去两年中始终没有熄火，在今
年 10 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
方面陆委会主委的会面中提起这
一议题，双方会面结束后再各向高
层请示达成共识，可以说是两岸关
系与时俱进、会面水到渠成。
他表示，这是两岸领导人 66
年来第一次会面，是历史性的里程
碑，
有助于进一步改善两岸关系。

国家卫计委回应热点问题：

全面两孩
各地不得自行其是

就发展两党两国关系，习近平提 7 点建议
一是保持高层交往传统，加强对双边关系的政治引领和顶层设计。
二是深化党际交流，实施好两党新的党政干部培训合作计划。
三是对接发展战略。
四是加强双方在两军、
禁毒、
出入境管理、
网络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
五是增进友好感情，加强两国人文交流。
六是推进海上合作，落实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
妥善处理并管控好海上分歧。
七是加强国际协调。中方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越方主办 2017 年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综合新华社消息

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据新华社电 对于社会普遍关
注的全面两孩何时“落地”的问题，
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
司长杨文庄 5 日表示，全面两孩政
策必须依法实施，各地不得自行其
是。
杨文庄说，在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以及相关配套法规规章修订之
前，各地仍要执行现行的生育政
策。为落实好全面两孩政策，还有
许多工作要做，各地要很好地测算
本地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
群，
科学制定实施方案。

我国启动高校
“双一流”建设战略

工信部就宽带资费下调称：

固定宽带资费下调
已基本完成

目标为至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国务院 5 日对外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为
我国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明确了任务路径。专家认为，启动实施的“统筹推进两个一
流”战略，是中国大学冲刺国际前列、打造顶尖学府的“冲锋号”。
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意在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
力和国际竞争力，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据新华社电 工信部总工程
师、新闻发言人张峰 5 日说，截止
到 9 月底，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已经
基本完成固定宽带资费的下调工
作。
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
发布会上，张峰透露说，在网络降
费方面，三家基础企 业 已经基本
上完成了各地固定宽带资费的下
调工作。据初步统计，截止到目
前，50 兆和 100 兆带宽的价格平均
分别下降了 30% 和 20% ，其 余 的
速率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速不
提价。
张峰回应三大电信运营商合
并传闻称，目前未就合并开展任何
工作。

周期安排 | 与国家五年建设规划同步实施
方案提出，国家将鼓励和
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
学科差别化发展，总体规划，分
级 支 持 ，每 五 年 一 个 周 期 ，
2016 年开始新一轮建设，与国
家五年建设规划同步实施。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
表示，
方案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
展提出
“三步走”
的路线图，
明确
了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近、
中、远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另一
方面也明确了建设的目标。

推进两个一流
将分 3 步走

任务确定 | 双一流建设确定十项重点任务
总体方案围绕“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的核心要求，从建
设、改革两方面共安排了 10 项
重点任务。
方案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实行建设与改革并
重，确定了建设一流师资队伍、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
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着力推进成果转化等五项建设

任务；明确了加强和改进党对
高校的领导、完善内部治理结
构、实现关键环节突破、构建社
会参与机制、推进国际交流合
作等五项改革任务。
方案要求加强对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组织管
理，
有序推进实施。有关部门要
抓紧完善配套政策，
科学编制建
设方案。 综合新华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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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美方在南海的
行为意图更光明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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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