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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1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12月1日晚应约同欧盟
委员会新任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

李克强祝贺冯德莱恩履新，积极
评价当前中国同欧盟关系的发展。李
克强指出，中欧互为主要合作伙伴，
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
方始终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中
欧双方着眼广泛共同利益，加强战略

沟通，深化全方位合作，有利于中
欧，也有利于世界。

李克强表示，中国作为世界最大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我们将积极履行《巴黎协
定》承诺，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艰苦
卓绝的努力，在推进工业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持续改善环
境，同包括欧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李克强欢迎欧盟机构新一届领导

人明年来华举行第 22 次中国－欧盟
领导人会晤。

冯德莱恩表示，我在就任的当天
就同总理先生通话，表明欧方对欧中
关系的高度重视。明年对欧中关系发
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双方将有一系列
重要高层交往。我期待明年赴华举行

第 22 次欧盟－中国领导人会晤。欧
中在可持续发展、投资协定谈判等问
题上拥有广泛共同利益。新一届欧盟
委员会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工作优先
方向，高度赞赏中方为此所作努力，
愿同中方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世界
贸易组织改革等问题上的合作，推动
欧中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王毅、何立峰参加上述活动。

李克强同欧盟委员会主席通电话

本报北京11月 30日电 （记者
叶晓楠）“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
2019 年度论坛于 11 月 30 日在北京
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郝明金出席
并致辞。

郝明金指出，本次论坛深入研究
张謇精神对当代中国经济的时代意
义，探讨新时代民营企业助推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兆前说，
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民营企业家不仅是经济
人，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社会人，要
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20余位政界、企业界和学界人
士围绕“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
展望”“社会企业的世界潮流与当代
中国实践”“张謇研究与当代中国的
社会企业”等议题深入交流。

“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论坛举行

本报广州12月 1日电 （记者刘仲华、暨佩娟、罗艾
桦）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1 日在广州出席“2019 从都国际论
坛”开幕式并致辞。

王岐山表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多边主义是人
类必然选择，扩大合作、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广泛诉
求，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实践成果
丰硕。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新一轮产业与
技术变革突飞猛进，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特点更加鲜明，
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更加突出，国际治理体系需要与时俱
进。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民粹主义兴起，从根本上冲击多边主义理念和秩序。
选择融合还是分隔，合作还是纷争，世界期待理性回答。

王岐山指出，中国是多边主义的践行者和捍卫者，也
是受益者和推动者。中国始终坚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广泛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积极承担国际责任，
恪守世贸组织规则，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作出重大贡
献。中国主动开放市场，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共
享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坚定支持多边主
义，就是要维护好自身的发展环境，通过自身发展造福世
界。中国的发展不是要取代谁，不会在世界上扩张称霸，
而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实现国际关系
民主化。

王岐山强调，中国主张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
命运共同体，根植于中华文化“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的
传统理念，以共创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为目标，以合作共
赢为核心，以国际规则为基础，以公平正义为要义，以多
边机制为依托，以有效行动为导向。中国主张顺应了时代
潮流，为新时期国际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了中国智
慧、中国力量。

王岐山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开启多边主义合作新实践
的“金钥匙”。中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践行新发
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好经济、社会、环境
之间的关系，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愿同国
际社会携手合作，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积极
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开辟崭新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打造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建设普惠包容的幸福社
会，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出席论坛期间，王岐山同世界领袖联盟主席弗赖贝
加、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孙女娜塔莉·戴高乐等国际友人简
短寒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出席开幕式。
“2019从都国际论坛”以“多边主义与可持续发展”为

主题，260余位外国前政要、国际组织前负责人以及友好人
士亲属、中外企业家、专家学者等出席本届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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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日电
（记者王秉阳、林苗苗、鲍晓
菁） 12 月 1 日 是 世 界 艾 滋 病
日。记者从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了
解到，2019 年中国艾滋病防治
工作取得新进展，目前艾滋病经
输血传播基本阻断，经静脉吸毒
传播和母婴传播得到有效控制，
性传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表示，目
前防治工作取得显著进展。通过
进一步加强检测和创新治疗策
略，最大限度发现和治疗艾滋病
感染者。2019 年 1 月至 10 月，
全国共检测 2.3 亿人次，新报告
发现感染者13.1万例，新增加抗
病毒治疗12.7万例，全国符合治
疗条件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
比例为 86.6%，治疗成功率为
93.5%。截至2019年10月底，全
国报告存活感染者95.8万，整体
疫情持续处于低流行水平。

此外，国家卫健委聚焦性传
播和消除母婴传播等重点环节、
聚焦“三区三州”等艾滋病疫情严
重和深度贫困地区等重点地区、
聚焦重点人群如青年人和青年学
生，都分别做出了工作安排。

报告存活感染者95.8万

中国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

图为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中心小学学生展示预防艾滋病徽标“红丝带”。 杨显有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河南省襄城县麦岭镇鼓励当地农民传承传统文化，发展
传统乐器。用青铜制作生产的舞台铜器、大铙、锣鼓享誉海内外，产
销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图为 12月 1日，该镇欧营村宏声乐器有
限公司乐器师在探讨乐器制作技术。 古国凡 吴会浩摄影报道

本报北京12月1日电（记者叶
紫） 国家医保局、人社部近日联合
印发《关于将2019年谈判药品纳入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
知》，公布了谈判药品准入结果。
2019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将于 2020
年1月1日起实施。

本次谈判共涉及 150 个药品，

包括 119 个新增谈判药品和 31 个续
约谈判药品。119 个新增谈判药品
谈成 70 个，价格平均下降 60.7%。
三种丙肝治疗用药价格降幅平均在
85%以上，肿瘤、糖尿病等治疗用
药价格降幅平均在 65%左右。31 个
续约药品谈成27个，价格平均下降
26.4%。患者个人负担将降至原来的
20%以下，个别药品降至5%以下。

医保谈判准入药品新增70个

本报安徽阜阳12月1日电 （严冰、陈铭、
任妍妍） 12月1日，中国中原地区3条高铁——
郑州至阜阳高铁、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和郑渝
高铁郑州至襄阳段开通运营。阜阳、亳州市进入
高铁时代，标志着安徽省16个省辖市全部实现
动车通达。

3线均具备350公里时速运营条件

据悉，3条铁路均已具备最高350公里时速的
安全运营条件，将为长三角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及
淮海经济区间形成便捷、快速、高效的客运通道。

郑阜高铁线路长 276 公里，自郑州南站引
出，经河南省郑州、开封、许昌、周口等地
市，终到安徽省阜阳市。全线设郑州南、阜阳
西等11座车站。

京港高铁商合段北起河南省商丘市，向南
经安徽省亳州市、阜阳市、淮南市，终至合肥
市。线路全长378公里。

郑渝高铁途经河南、湖北、重庆三省市，其中
重庆至万州段已于2016年11月开通运营。此线
路全长 389 公里，从郑州东站引出，向西南经许
昌、平顶山、南阳，经邓州进入湖北省境内，终到
襄阳，共设郑州东、长葛北等11座车站。

助力沿线地区精准扶贫

京港高铁商合段线路经过区域为贫困人口
分布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沿线城镇密集、人
口众多，除个别城市外，目前大部分市、县城
镇化率较低，交通受限是主要原因之一。该线
对推动区域城镇化进程，落实国家中部崛起战
略、促进中原经济区规划实施有积极作用。

郑阜高铁是国家“十三五”铁路网建设的重
要工程。线路经过淮阳、沈丘、临泉等国家级别
贫困县，扶沟、西华、界首等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郑阜高铁项目设计总工程师姚章军表示，
该线的开通结束了沿线不通高铁的历史。

缓解现有铁路通行紧张局面

郑阜高铁作为河南省“米”字形铁路网的
“一捺”，是中西部地区与华东地区旅客交流的
一条快捷通道。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和郑渝
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
成部分。北段衔接规划京雄商高铁，直接连通
雄安新区，并与郑徐高铁连通，不仅释放了既
有线的货运能力，同时极大缓解了京沪高铁徐
州至蚌埠段通行能力紧张的局面。

郑州至阜阳高铁、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
的建设将极大缩短郑州、合肥、杭州等城市之
间距离。项目开通后，郑州至合肥间距离将比
此前高铁绕行徐州缩短 170 公里以上，旅行时
间缩短约 2 小时，与既有线相比缩短旅行时间
近 5 小时；商丘至合肥将比此前高铁绕行徐州
缩短约100公里，旅行时间缩短约1小时，与既
有线相比缩短旅行时间近3.5小时。

中国三条高铁开通

12月1日，“2019上合昆明马拉松”在云南昆明正式起跑。来自全
世界的2万名跑者云集滇池，体验高原马拉松。最终，来自埃塞俄比亚
的选手分别获得了男女全程冠军，同时还一举打破了上合昆明马拉松
的4项赛事纪录。图为马拉松赛起跑瞬间。 本报记者 张一琪摄

上合昆明马拉松开跑

旅客在阜阳西站与阜阳西站开往上海虹桥
站的G7787首发列车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商合杭高铁合肥以北段正式开通后，
从安徽亳州南站始发的首趟列车驶出。

刘勤利摄 （人民视觉）

在由郑州东站至襄阳东站的 G4051 次列
车上，身穿汉服的郑州客运段工作人员与乘
客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据新华社成都11月30日电（记
者陈地） 2019“农民喜爱的百种图
书”发布活动 30 日在四川成都举
行。经过专家评审，20 种政经类图
书、10 种科技类图书、20 种医卫生
活类图书、20 种文化类图书、30 种
少儿类图书共100种图书，入选2019

“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局长刘晓凯介

绍，“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组织推
荐工作，面向农民、自下而上，广泛
征集、网络投票，充分彰显了农民群
众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据悉，推选活动按照农民读者自
荐、各地推荐、专家初评、网络投票和
专家终评等环节展开。网络投票环节
累计访问量近 500 万人次，累计票数
超40万票。

传统乐器畅销海内外

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