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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伦敦 10 月 14 日电
英国财政部 14 日发布声明称，英国
政府已成功发行首只人民币主权债
券，规模为 30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三年。这是首只由西方国家发行的
人民币主权债券，也是全球非中国
发行的最大一笔人民币债券。

在当天晚些时候发布的声明
中，英国财政部表示，投资者对于此
次债券发行的需求旺盛，在 14 日的
市场认购中，共吸引了 85 笔认购
单，总认购金额约为 58 亿元人民
币，投资者中包括各国央行、银行和
基金公司。此批债券为单次发行，
债券的票息率为 2.7％。

英国财政部表示，债券成功发
行进一步巩固了英国作为西方国
家最重要人民币市场的地位，给规
模较小但发展迅速的人民币离岸
市场提供流动性，也将吸引更多来
自于私营和公共部门的投资者参
与到这个市场当中。同时，债券发
行收入将纳入英国外汇储备，表明
人民币作为未来储备货币之一的
潜力。

本月 9 日，英国宣布已委任包
括中国银行在内的三家银行作为此
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英国央行将作
为财政部的代理机构，管理此次债
券发行事宜。

据新华社首尔 10 月 15 日电
韩国国防部 15 日说，应朝鲜方面
要求，韩朝军方相关负责人当天在
板门店进行了非公开接触，但由于
双方分歧较大，会谈没有取得共
识。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珉奭在
当天下午举行的临时记者会上说，
当地时间上午 10 时至下午 3 时 10
分，韩朝军方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

“和平之家”进行了接触。韩国国
防部国防政策室室长柳济升和朝
鲜国防委员会侦查总局局长金英
哲分别率团出席。

金珉奭说，会谈中朝方提出禁
止韩军军舰越过朝方划定的海上分
界线、终止民间团体的散发传单行

为、终止包括韩国媒体在内的对朝
诽谤中伤等要求。但韩方一一驳回
了这些要求。他说，韩方明确告知
朝方，朝方应遵守半岛西部海域的

“北方界线”，此外，韩国政府无权干
涉言论自由和民间团体的放飞气球
行为。

金珉奭说，双方以改善关系的
意志认真进行了协商，但因分歧较
大，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且双
方未能确定下一次会谈的日期。

金珉奭表示，韩国和朝鲜军方
巡逻艇本月 7 日在半岛西部海域
韩方划定的“北方界线”附近短暂
交火，之后朝方提出举行军方相关
负责人接触，韩方接受了这一建
议，并商定以非公开的方式进行。

日本媒体报道，俄罗斯提议建
设一条海底天然气管道，以连接俄
远东天然气田和日本北部地区。

《日经产业新闻》报 10 月 15 日
援引不愿公开姓名外交人士的话
报道，俄罗斯 9 月向日本提出这一
计划，管道将连接俄罗斯的萨哈林
岛和日本北海道。而且，在 11 月
举行的亚太领导人峰会期间，俄罗
斯总统普京可能与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讨论这一议题。

然而，在路透社记者求证时，日
本经济产业省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
官员否认日方收到俄方的提议。

路透社报道，建设一条连接俄罗
斯和日本的天然气管道这件事已酝
酿数十年。只是，如果真正落实，可

能面临众多困难，包括俄罗斯和日本
之间对一些岛屿存在主权之争。

另 外 ，自 乌 克 兰 危 机 爆 发 以
来，日本追随美国步伐，对俄罗斯
实施多轮制裁，进一步影响日俄关
系。

“建设管道事宜取决于乌克兰
问题和对‘北方四岛’（俄称‘南千
岛群岛’）的谈判。”日本外务省一
名官员说。

然而，另一方面，日本正面临
严重能源短缺。《日经产业新闻》报
道，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上，日本
的购买量占大约三分之一。去年
日本的液化天然气进口中，俄罗斯
的供应量约占 10％。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英发行30亿元人民币国债
这是首只由西方国家发行的人民币主权债券

韩朝军事会谈无果而终

俄日要建海底输气管道？

新华社惠灵顿 10 月 15 日电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 15 日说，新西
兰可能于明年年底前举行公投，选
择国旗更换方案。

约翰·基当天在新西兰首都惠
灵顿参加退伍军人团体活动后作出
上述表态。这个团体曾表示，更换
国旗是对在现在的国旗下牺牲的新
西兰军人不敬。

新西兰国旗为长方形，旗地为
深蓝色，左上角是英国米字旗图案，
右侧是四颗镶着白边的红色五角
星，表示南十字星座。一些新西兰
人认为，这一旗帜带有殖民时代特

征，并容易与澳大利亚国旗弄混。
约翰·基多次主张更换国旗，并

希望国旗上带有新西兰特色的银蕨
叶图案。

此前他曾表示，更换国旗需要
进行两次公投。第一次公投将从 3
到 4 个公开征集的方案中选出最佳
方案，第二次公投将决定是更换新
国旗还是保留现有国旗。

他于 15 日说，新西兰有望在
2015 年年底前进行第一次公投，国
民无论是否支持更换国旗，都可以
投票选出最佳的更换方案。第二次
公投可能会在 2016 年 4 月举行。

10 月 14 日，在美国达拉斯，人们点燃蜡烛为美国首个本土感染埃博
拉病毒的亚裔女护士尼娜·范祈祷。经治疗，尼娜·范的病情现已基本稳
定。但美国得克萨斯州政府 15日说，当地出现美国第二例本土感染埃博
拉病例。这名感染者也是一名医护人员，先前和尼娜·范一样，都护理过
已经死亡的利比里亚籍埃博拉病患邓肯。 新华/法新

新西兰打算公投换国旗

美医护人员再染埃博拉

综合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当地时间10月14日下午在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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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
愿。李克强指出，希望中俄双方共
同努力，进一步扩大双向贸易投资
规模，推动双边能源、金融、高铁等
各领域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助力两
国经济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这
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地
区的繁荣发展。

普京表示，去年虽然全球经济
不景气，但俄中两国贸易额保持高
速增长，已接近双方确定的 2015 年
达到 1000 亿美元的目标。这些成
绩得益于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中
国有句名言：“欲穷千里目，更上一
层楼。”俄中关系要不断攀升高水
平，谋求新发展。

此外，李克强当天上午还与俄
总理梅德韦杰夫共同出席第三届

“开放式创新”莫斯科国际创新发展
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以创新实
现共同发展包容发展》的演讲。

李克强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
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创新活动，取

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仍是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更大更好发展，
关键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走改
革创新之路。我们要破除束缚创新
的壁垒，建设“创新型政府”，通过简
政放权，给市场让出空间，降低市场
准入门槛。我们要构建激励创新的
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给创新者
更大自主支配权，让创造发明者获
得应有回报。我们要营造保护创新
的环境，不断完善法制，规范市场环
境，维护市场秩序。我们要打造创
新驱动型经济，支持企业创新，用创
新的办法挖掘巨大的内需潜力，推
进结构优化升级。

李克强表示，中俄双方应进一
步做强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做深民
间和区域对接合作，做活支持中小
企业合作的方式，做实创新合作的
促进机制，使合作达到更高水平。

李克强最后说，青年人最富创
新梦想和激情。欢迎俄罗斯和各国
青年参加明年举办的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中国政府将给予大力支持。

第三届莫斯科国际创新发展论
坛由俄罗斯联邦政府主办，中方应
俄方邀请作为唯一“伙伴国”参加。

李克强会见俄总统普京
出席第三届莫斯科国际创新发展论坛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李克强分晤意大利总统和总理
并会见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

10 月 16 日是世界粮食日。世界粮食的生
产、分配和销售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经济问题，
由于耕地资源减少、气候灾害频发等因素冲击，
世界粮食问题依然十分严峻，饥饿和营养不良
仍困扰着人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最新
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超过 8 亿人口面临饥
饿威胁。

世界粮食日：

饥饿的威胁

2009 年 3 月 5 日，在巴西西部的马托格罗
索州，工人们驾驶收割机在田间收割大豆。

2012 年 6 月 28 日，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
沙，一名小男孩在帐篷外品尝手中的食物。

文图均据新华社

2012年 10月 1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共
和国高级中学，学生们在食堂打饭。

10月 14日，李克强出席第三届“开放式创新”莫斯科国际创新发展论坛开幕式并发表演讲。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罗马 10 月 14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0 月
14 日在罗马分别同意大利总统纳
波利塔诺、总理伦齐举行会谈。双
方就全面推进中意关系发展深入
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在会见纳波利塔诺时，李克强
指出，中意扩大相互投资是互利共
赢的选择。中国政府欢迎更多意大
利企业赴华开拓市场，将继续鼓励
中国企业赴意投资。双方还可以共
同开发第三方市场。中意都是文明
古国，希望双方密切人文交流，为两

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纳波利塔诺表示，意方愿同中

方进一步加强交流互鉴，扩大经贸、
文化、投资和企业间合作，推动两国
关系取得新发展。欧中关系对双方
和世界都非常重要，意方愿为欧中
关系发展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在会见伦齐时，李克强表示，中
意双方要落实好《中意关于加强经
济合作的三年行动计划》；加强高端
制造业、创意设计、航空航天等领域
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金
融领域合作；着重引导两国有实力

的中小企业扩大在高新科技和新兴
产业领域合作，落实智慧城市、能源
环境、生物医药等领域重大科研合
作项目；扩大教育、旅游等人文交
流。中方支持意大利作为东道主办
好第十届亚欧首脑会议。

伦齐完全赞同李克强对进一步
深化中意关系的建议，意方支持欧中
和欧亚加强合作，将在重大国际事务
上与中方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

当日，李克强还与伦齐共同会
见了中意企业家委员会委员及企
业家代表。

据新华社罗马 10 月 15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5 日
上午在罗马会见联合国粮农组织
总干事格拉齐亚诺。

李克强积极评价粮农组织为维
护全球粮食安全、促进国际农业合
作、推动全球减贫事业所作努力。他
指出，维护粮食安全既需要各国将粮
农问题作为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也
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作
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已解决温饱
问题，但仍然有上亿贫困人口。我们
将尽最大努力彻底消除因饥饿造成

的贫困，有信心主要依靠自身解决好
13亿人的吃饭问题，为全球粮食安全
作出贡献。中国愿加强同粮农组织
的沟通协调和相互支持，深化农业南
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格拉齐亚诺表示，中国为世界粮
食安全、消除饥饿作出了重要贡献，
粮农组织愿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
作，共同促进世界粮食市场稳定与南
南合作，维护世界粮食安全。

当天，李克强还分别会见了意
大利参议长格拉索和众议长博尔
德里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