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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演出中，朝鮮國家功勳合唱團的藝術家們用
漢語表演了《長江之歌》、《紅旗飄飄》及

《愛我中華》等膾炙人口的中國經典歌曲；演出最
後以《朝中友誼萬古長青》樂曲結尾，配以朝鮮幾
代領導人與中國領導人友好交往的珍貴歷史畫面，
深情表達了朝鮮人民對中朝傳統友誼繼續傳承、發
揚光大的熱切期盼和良好祝願。

朝方：視中方為最重要的貴賓
會見時，金正恩表示，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
國建立70周年這個最重要的節日期間，習近平總書
記同志派您作為特別代表率中國黨政代表團來訪，
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國黨、政府、人民對
我本人和朝鮮黨、政府、人民的深厚情誼。我們把
你們作為最重要的貴賓盡最大誠意款待，希望讓你
們感受到我們的特殊友好情誼，也向兩黨兩國人民
和世界展示朝中友誼牢不可破、歷久彌堅。親手締
造朝中友誼的兩國老一輩領導人如果看到今天這樣
的友好畫面，一定會倍感欣慰。我們要以此訪為重
要契機，進一步加強在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為增
進兩國人民福祉、促進地區和平繁榮作出貢獻。

中方：攜手落實兩黨兩國共識
栗戰書表示，我作為習近平總書記、國家主席的
特別代表，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踏上朝鮮國土的那
一刻起，就感受到了朝鮮黨和人民的盛情和誠意，
始終沉浸在中朝友好的濃厚氛圍中。金正恩委員長
同志在繁忙的慶祝活動期間，兩次會見我們，
並為我們舉行專場文藝演出和歡迎招待會。
這一切，都讓我們充分感受到了委員長同
志和朝鮮黨、政府、人民對習近平總書記
和中國黨、政府、人民的真摯情誼。在
習近平總書記和委員長同志親自推動
下，根深葉茂的中朝友誼煥發新的生機
活力，邁進了新的歷史階段。我們願
同朝方同志一道，攜手落實兩黨兩國
最高領導人重要共識，加強治國理政
經驗互學互鑒和各領域交流合作，共

同推進兩國社會主義事業前進。
會見後，栗戰書與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一同觀看

了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為習近平總書記、國家主
席的特別代表栗戰書訪問朝鮮舉辦的「中朝友誼萬
古長青」專場文藝演出。
在懸掛着中朝兩國國旗的萬壽台藝術劇場，朝鮮

國家功勳合唱團的藝術家們用漢語表演了《長江之
歌》、《紅旗飄飄》及《愛我中華》等膾炙人口的
中國經典歌曲，以及《阿里郎》等朝鮮民族樂曲。

演出再現幾代領導人友好畫面
演出最後以《朝中友誼萬古長青》樂曲結尾，配
以朝鮮幾代領導人與中國領導人友好交往的珍貴歷
史畫面，深情表達了朝鮮人民對中朝傳統友誼繼續
傳承、發揚光大的熱切期盼和良好祝願，引起了現
場觀看的中國黨政代表團、中國駐朝使館人員和朝
各界群眾強烈共鳴，全場報以經久不息的熱烈掌
聲。

在觀眾的歡呼聲中，栗戰書
與金正恩夫婦共同走上舞台，
與演員握手。演出前，栗戰書
和金正恩夫婦與中國黨政代表團
全體成員合影留念。演出結束後，
栗戰書和金正恩夫婦共同出席金正恩
為中國黨政代表團舉行的盛大招待會。朝
鮮勞動黨中央副委員長崔龍海代表朝鮮勞動黨
中央委員會和朝鮮國務委員會致歡迎辭，表示願同
中國同志一道，落實金正恩委員長和習近平總書記
今年三次會晤達成的重要共識，推動朝中傳統友好
關係與時俱進，不斷得到提升。
栗戰書結束訪問離開平壤前，朝鮮勞動黨中央副

委員長李洙墉、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金
與正專門到百花園迎賓館話別。崔龍海、李洙墉、
金與正等朝黨政幹部及數千名身着民族服裝的朝鮮
民眾到機場歡送。

韓正會晤出席「東盟博覽會」各國領導

中朝友誼牢不可破歷久彌堅
金正恩再晤栗戰書 朝藝術家唱《我愛中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
耿爽昨日就朝美協調安
排第二次領導人會晤表
態說，中方對朝美雙方
積極互動感到高興，希
望並支持朝美雙方落實
好兩國領導人會晤共
識，加強對話協商，彼
此相向而行。
在當日例行記者會

上，有記者問：朝鮮國
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
在致美國總統特朗普的
親署函中，提出希望舉
行第二次朝美領導人會
晤。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耿爽說，中方注意到

有關報道，也注意到美
方表示對舉行第二次朝
美領導人會晤持開放態
度。
他表示，延續當前朝

鮮半島的對話緩和勢
頭，推動和談進程不斷
取得進展，符合包括朝
美在內的有關各方共同
利益，也是國際社會的
普遍期待。
「我們希望並支持朝美
雙方落實好兩國領導人
會晤共識，加強對話協
商，彼此相向而行，推
動半島無核化和政治解
決進程沿着正確方向走
下去，並不斷取得成
果。」耿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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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
對英國媒體關於中巴經濟走廊建設
可能延後5年的報道，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巴方成立評估中巴經濟走廊項
目9人委員會，目的是與中方加強對
接，加快推進走廊建設，使建設成
果更好惠及巴普通民眾，而不是什
麼使走廊建設延期。
有記者問，前日，英國《金融時

報》報道援引巴基斯坦內閣官員達
烏德表態稱，巴方將重新考慮自身
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角色。巴
方成立的評估中巴經濟走廊項目9人
委員會可能考慮把中巴經濟走廊建
設再延後5年。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中巴共商路徑 實實在在惠民
耿爽表示，我們注意到有關報

道，也注意到巴方當時接受採訪的
官員已出面予以澄清。巴基斯坦商
務部前日發表聲明稱，《金融時
報》援引的巴官員表態脫離語境，
歪曲原意，巴方拒絕承認這篇報
道。聲明還指出，中國國務委員兼
外長王毅近日訪巴期間，巴方明確
表示，中巴經濟走廊是巴國家優先
項目。巴中關係牢不可破，巴政府
對中巴經濟走廊的承諾堅定不移。
耿爽說，巴方成立評估中巴經濟

走廊項目9人委員會，目的是與中方
加強對接，加快推進走廊建設，使
建設成果更好惠及巴普通民眾，而
不是什麼使走廊建設延期。他表
示，中巴經濟走廊是應巴方需求而

開展的重大經濟合作項目，經濟走廊建設對
巴經濟社會發展產生良好帶動效應。目前，
中巴經濟走廊框架下共有22個合作項目，其
中9個已完工，13個在建，總投資190億美
元，帶動巴每年經濟增長1至2個百分點，給
巴創造了7萬個就業機會。
耿爽說，王毅國務委員訪巴期間，巴新一

屆政府總統、總理、外長均表示，巴中經濟
走廊是兩國經濟合作的標誌性項目，已經並
將繼續給巴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中巴
就更好推進走廊建設達成新的重要共識，雙
方同意根據巴方下一步經濟社會發展重點和
民眾需求，協商確定走廊未來發展路徑和合
作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昨
日在廣西南寧分別會見出席第十五屆中
國－東盟博覽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
資峰會的柬埔寨首相洪森、緬甸副總統
敏瑞、越南副總理王庭惠和老撾副總理
宋迪。

共建「一帶一路」同築命運共同體
韓正歡迎各國領導人與會，表示中方
願同各方一道，以中國－東盟建立戰略
夥伴關係15周年為契機，加強協調配
合，深化務實合作，共同為中國－東盟
命運共同體建設作出積極貢獻。

在會見洪森時，韓正祝賀柬埔寨成為
今年中國－東盟博覽會主題國，感謝洪
森首相11次親自率團參會。韓正表示，
中柬友誼源遠流長，日益煥發蓬勃生
機。雙方要以建交60周年為契機，密切
高層交往，加快發展戰略對接，共建
「一帶一路」，拓展各領域務實合作，
夯實友好民意基礎，攜手打造中柬具有
戰略意義的命運共同體，造福兩國和兩
國人民。
洪森表示，柬方高度重視中國－東盟

博覽會，很榮幸成為本屆博覽會主題
國，相信博覽會將取得圓滿成功。柬方
感謝中方始終支持柬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柬方堅定致力於柬中友好，願積極
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打造更加緊密
的柬中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在會見緬甸副總統敏瑞時，韓正表

示，習近平主席多次同緬甸領導人會晤
並達成重要共識，為新時期中緬關係發
展指明了方向。雙方要落實好領導人共
識，加快實施重大及民生領域合作項
目，共同推動中緬全面戰略合作取得更
大發展。
在會見越南副總理王庭惠時，韓正表

示，中越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命運共同
體，習近平主席同越方領導人實現歷史
性互訪，引領了新時期中越關係前進方

向。雙方提升務實合作規模和水平，妥
善管控分歧，推動雙邊關係不斷取得新
的更大發展。
在會見老撾副總理宋迪時，韓正表

示，中老關係特殊緊密，在雙方最高領
導人親自關心推動下，雙邊關係進入歷
史最好時期。雙方要實施好共建「一帶
一路」和產能投資合作重點項目，抓緊
推進雙方人文交流合作，辦好中國－老
撾旅遊年，加深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和友
誼，助力具有戰略意義的中老命運共同
體建設不斷取得新進展。
同日，韓正會見本屆博覽會特邀合作
夥伴坦桑尼亞桑給巴爾副總統伊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最新披露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下
稱「衛健委」）「三定方案」中，原有的
與計劃生育相關的三個內設機構均已撤
銷，轉而變成新的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
司。
據了解，所謂「三定方案」就是對一

個部門的主要職責、內設機構、人員編制
及領導職數等三大內容進行確定。與原國
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相比，在本輪機
構改革後，新組建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則加上了「健康」二字，這也在其「三
定」規定中得到了體現，而原有的有關計
劃生育職能的部門有了重大調整。

設老齡健康司 擬訂政策應對老齡化
原內設機構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計
劃生育家庭發展司、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
務管理司三個與計劃生育相關的內設機
構，均已撤銷，轉而變成新的人口監測與
家庭發展司；此外，老齡健康司、職業健

康司、保健局為新設內設機構。
其中，老齡健康司組織擬訂並協調落

實應對老齡化的政策措施。組織擬訂醫養
結合的政策、標準和規範，建立和完善老
年健康服務體系。承擔全國老齡工作委員
會的具體工作。
職業健康司擬訂職業衛生、放射衛生

相關政策、標準並組織實施。開展重點職
業病監測、專項調查、職業健康風險評估
和職業人群健康管理工作。協調開展職業
病防治工作。
保健局負責中央保健對象的醫療保健

工作、中央部門有關幹部醫療管理工作，
以及黨和國家重要會議與重大活動的醫療
衛生保障工作。
此外，已經公佈的「三定」規定，在

部門領導人員的編制上，多數部門都規定
為「一正四副」。如衛健委設主任1名，
副主任4名，科學技術部設部長1名，副
部長4名；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則設局
長1名，副局長4名等。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教育大會前日在
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會議並發
表重要講話。總書記強調，堅持把優先
發展教育事業作為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
業發展的重要先手棋，不斷使教育同黨
和國家事業發展要求相適應、同人民群
眾期待相契合、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
地位相匹配。
央視發表快評指出，優先發展教育事

業需要固本培元，堅持守正創新，在改
革中傳承發展。這要求我們堅持黨對教
育事業的全面領導，堅持把立德樹人作
為根本任務，堅持優先發展教育事業，
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堅持扎根中國
大地辦教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教
育，堅持深化教育改革創新，堅持把服
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教育的重要使
命，堅持把教師隊伍建設作為基礎工
作。
快評續指出，興國必先重教，重教必

先尊師。「全黨全社會要弘揚尊師重教
的社會風尚，努力提高教師政治地位、

社會地位、職業地位，讓廣大教師享有
應有的社會聲望……」習近平總書記飽
含深情的講話，溫暖了千千萬萬教師們
的心田，也對全社會尊師重教提出了明
確要求。全社會要按照總書記的囑託，
不斷提高教師待遇，讓廣大教師安心從
教、熱心從教；各地要通過制度變革，
激發制度活力，全面形成優秀人才爭相
從教、教師人人盡展其才、好老師不斷
湧現的良好局面。
快評強調，改革創新是活力之源。黨
的十八大以來，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
革、統籌推進「雙一流」建設、統籌推
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
展……教育改革持續推進，成果纍纍。
但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
唯帽子的頑瘴痼疾猶在，我們一定要按
照總書記的指示深化教育改革，迎難而
上，以實實在在的舉措，健全立德樹人
落實機制，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
向，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評價指揮棒問
題，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衛健委公佈「三定」方案
計劃生育相關司均撤銷

央視快評：
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評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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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朝鮮勞動黨委員長、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再次

會見正在訪問朝鮮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並為栗戰書及其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舉行專場

文藝演出和盛大歡迎招待會。

■■99月月99日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家主席習近平
特別代表特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栗戰書在平壤會見朝鮮勞動黨委員長會委員長栗戰書在平壤會見朝鮮勞動黨委員長、、
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