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中社 27日提供的照片显示，在位于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烈士陵园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前
凭吊。

（新华社/朝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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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 7月 27日电 （记
者赵文君 齐中熙） 据国务院调查
组消息，长春长生公司违法违规生
产狂犬病疫苗案件调查工作取得重
大进展，已基本查清企业违法违规
生产狂犬病疫苗的事实。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企业的相
关文件已被查封；调查组询问相关
人员的书证 34 份，取证材料 1138
页，利用查获的计算机还原了实际
生产记录和伪造的生产记录。公安
机关已追回犯罪嫌疑人丢弃并意图
损毁的60块电脑硬盘。

按照有关规定，疫苗生产应

当按批准的工艺流程在一个连续
的生产过程内进行。但该企业为
降低成本、提高狂犬病疫苗生产
成功率，违反批准的生产工艺组
织生产，包括使用不同批次原液
勾兑进行产品分装，对原液勾兑
后进行二次浓缩和纯化处理，个
别批次产品使用超过规定有效期
的原液生产成品制剂，虚假标注
制剂产品生产日期，生产结束后
的小鼠攻毒试验改为在原液生产阶
段进行。

为掩盖上述违法违规行为，企
业有系统地编造生产、检验记录，

开具填写虚假日期的小鼠购买发
票，以应付监管部门检查。

据介绍，7 月 6 日至 8 日，药
品监管部门对长春长生公司进行
飞行检查时，发现企业违法违规
生产行为，随即责令企业停产。
此 后 ， 长 春 长 生 公 司 为 掩 盖 事
实，对内部监控录像储存卡、部
分 计 算 机 硬 盘 进 行 了 更 换 、 处
理，销毁相关证据。7 月 15 日，
国家药监局检查组再次进驻长春
长生公司进行调查。

记者了解到，公安机关已对长
春长生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

苗 案 件 开 展 立 案 侦 查 。 截 至 25
日，公安机关依法对长春长生公司
董事长高某芳等 16 名涉嫌犯罪人
员刑事拘留，冻结涉案的企业账
户、个人账户。案件侦办工作正在
进行中。

另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
良反应监测数据，近几年注射狂犬
病疫苗不良反应未见异常。长春长
生公司生产的狂犬病疫苗接种后不
良反应发生率为万分之 0.2，未见
严重不良反应。2017 年我国狂犬
病发病人数为 516人，近几年呈逐
年下降趋势。

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案件调查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已基本查清企业违法违规生产的事实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
作为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博览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招展远超预期。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2800多家企业确认参加
博览会。

图为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1月在上海举行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7月 26
日电（记者李建敏） 国家主席习
近平 26 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同
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并共进

晚餐。两国元首就当前国际形势及共
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
峰等参加。

习近平同普京举行会晤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7月 26
日电（记者霍小光 郑晓奕） 国
家主席习近平 26 日在南非约翰
内斯堡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习近平指出，这是我和总理
先生 3个月内第三次会晤。我们
及时对双边关系进行顶层引领、
宏观把握，有利于调动两国各方
面积极因素，凝聚两国 26 亿人
民意志，形成推动中印关系迈向
未来的力量。中方愿同印方一
道，把武汉会晤开启的中印关系
新气象不断向前推进，巩固和发
展中印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
系。

习近平强调，中印双方要发
扬钉钉子精神，落实我同总理先
生武汉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双
方要加强战略沟通，切实增进互
信，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
流，加强沟通对话，妥善管控分
歧。历史上，中印都是文明古

国，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重
要贡献。今天，中印作为主要新兴
市场国家和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贡献者，应该在加强双边合作
的同时，共同探索区域合作新模
式，同时共同高举多边主义旗帜，
倡导经济全球化，推动国际秩序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 3
个月内 3次见面，充分体现印中关
系的高水平。武汉会晤在印中关系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力地增进
了我们双方之间的互信，将为两国
关系长远发展带来新动力、新机
遇。印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对话沟
通，深化各领域合作，妥善处理分
歧，加强在多边框架内合作，共同应
对保护主义、国际市场波动等给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的挑
战，推进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
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新华社北京 7 月 27 日电
（记者梅世雄） 记者 27日从退役
军人事务部了解到，退役军人事
务部、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再
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
准。

据了解，从 8 月 1 日起，伤
残人员 （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
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
残民兵民工） 残疾抚恤金标准、

“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
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定期抚
恤金标准、“三红”（在乡退伍红
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
士、红军失散人员） 生活补助标
准，在现行基础上提高 10％，
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补助标准在
现行基础上每人每年提高 1200
元，烈士老年子女生活补助标准
由现行每人每月 390 元提高至
440 元，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
政承担。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
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 500元提高
至 550元、参战参试退役军人生
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 550
元提高至 600元，农村籍老义务
兵每服一年义务兵役每月增加补

助5元，达到每月35元。以上提标
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
承担。

提高后，一级因战、因公、因
病残疾军人抚恤金标准分别为每人
每 年 80140 元 、 77610 元 、 75060
元 ， 分 别 比 2017 年 提 高 了 7290
元、7060元、6820元。

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
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分别提
高到每人每年 25440 元、21850 元
和 20550 元。在乡退伍红军老战
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军
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分别提高
到每人每年 55570 元、55570 元和
25070元。

据了解，往年通常在10月1日
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等人员抚恤补助标准，今年将提标
时间提前到 8 月 1 日，主要考虑到
广大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对“八
一”建军节的特殊情感，体现党和
政府对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
关心关爱。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已第
25 次提高残疾军人残疾抚恤金标
准，第 28 次提高“三属”定期抚
恤金标准和“三红”生活补助标
准。

8月1日起

国家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
和其他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据新华社平壤 7月 27日电
（记者程大雨 刘艳霞） 据朝中
社 27 日报道，朝鲜祖国解放战
争胜利 65 周年之际，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前往位于平安南道
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
园敬献花圈，并对志愿军的丰功
伟绩和朝中友谊予以高度评价。

报道说，以金正恩名义敬献
的花圈和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

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
会共同名义敬献的花圈，被安放在
志愿军烈士塔以及毛岸英墓前，金
正恩默哀凭吊。

据新华社平壤 7 月 27 日电
（记者程大雨 刘艳霞） 在朝鲜战
争停战 65 周年之际，朝鲜 27 日在
平壤友谊塔举行祭奠活动，深切缅
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金正恩向志愿军烈士陵园敬献花圈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封闭没有出路，开放才能发
展。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
国家工商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发表
重要讲话，着眼世界大势和时代潮
流，致力于让金砖合作在第二个

“金色十年”里实现新的飞跃，明
确提出了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共
同发展的“中国主张”，第一点就
是强调“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开
放经济”。这一重要讲话，为世界
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勾画了金砖
合作踏上新征程、完成新使命的蓝
图美景，赢得与会嘉宾的高度认
同。

开放合作是科技进步和生产力
发展的必然逻辑。面对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

会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任何国家都
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从历史发展
看，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
合，彼此相互依存。每个国家都有
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
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
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习近平主席
强调：“贸易战不可取，因为不会
有赢家。经济霸权主义更要不得，
因为这将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最终也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一重要论断，引来与会人士强烈
共鸣，大家普遍认为，在经济全球
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想与整个世界
隔绝是非常短视的想法，单边主
义、贸易战不仅对全球经济产生负
面影响，而且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
利益。

在世界经济经历深刻调整变革
之时，只有开放才能使不同国家相

互受益、共同繁荣、持久发展，才
是各国应当作出的明智选择。正如
习近平主席曾经指出的：世界经济
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
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
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
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
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
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
符合历史潮流的。只有坚定不移发
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
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才能
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包容
性增长和共同繁荣。

作为世界经济变迁和国际格局
演变的产物，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
第一个 10 年里乘势而起，亮点纷
呈。五国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
金砖精神，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
断深入，深化了团结互信，增进了
五国人民福祉，拉紧了利益和情感

纽带，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并重回
增长之路作出了突出贡献。面向未
来，金砖国家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
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
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方向发展；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
应更多释放出来，帮助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
和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国际产业
分工，共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才
能推动金砖合作完成新使命，为世
界经济发展作出新贡献。

唯有开放才能进步，唯有包容
才能让进步持久。坚持合作共赢，
建设开放经济，牢固树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携手同心，同舟共
济，我们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
好、让人民更幸福。

（载7月28日《人民日报》）

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开放经济
——二论习近平主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重要讲话

【紧接第 1版】 建设广泛的发展伙
伴关系，推进南南合作。各方认
为，当前形势下，特别是面临单边
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挑战，要深
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
协作，推动金砖国家同非洲发展合
作伙伴关系，提升各领域务实合作
水平，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
义，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
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金砖国家领导人南非总统拉马
福萨、巴西总统特梅尔、俄罗斯总
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和对话会受
邀国安哥拉、阿根廷、博茨瓦纳、
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加蓬、莱
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莫桑
比克、纳米比亚、卢旺达、塞内加
尔、塞舌尔、坦桑尼亚、多哥、土
耳其、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
韦、牙买加领导人或领导人代表以
及有关非洲区域组织负责人出席对
话会。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
峰等参加。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 7月 27日
电（记者李建敏 郝薇薇） 纪念金
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10 周年非正式
会 议 27 日 在 南 非 约 翰 内 斯 堡 举
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南非总
统拉马福萨、巴西总统特梅尔、俄
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出
席。

与会领导人积极评价金砖国家
领导人会晤 10 年来金砖合作取得
的丰硕成果，就金砖国家未来合作
建言献策，一致同意携手开创包容
增长、共同繁荣的未来。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短短
10 年光景，金砖合作从一个经济
概念成长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
合作机制，展现出勃勃生机和光明
前景。未来 10 年，是金砖国家发
展处于关键阶段、面临重大机遇和
挑战的 10 年。金砖国家应该紧紧

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牢牢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机遇，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潮流，努力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

“金色十年”。一要秉持金砖精神，
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沟通
和协调，在国际上发挥金砖作用，
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共
同利益和发展空间。二要坚持“三
轮驱动”，丰富金砖务实合作内
涵，继续朝着贸易投资大市场、货
币金融大流通、基础设施大联通、
人文大交流的方向，打造更多合作
亮点，加强协调和指导，确保金砖
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取得实实
在在成果。三要拓展“金砖+”合
作，构建广泛伙伴关系，让其他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参与到
金砖合作中来，形成维护共同利
益、促进共同发展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强调，金砖合作要蓬勃
发展、永不褪色，根本动力来自我

们谋求更大发展、提升人民福祉的
共同追求，来自我们对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世界的共同向往。我们要
一道努力，让金砖合作造福金砖国
家民众，惠及各国人民，在第二个

“金色十年”大放异彩。
其 他 与 会 领 导 人 表 示 ， 从

2009 年叶卡捷琳堡会晤到今年约
翰内斯堡会晤，金砖国家合作走过
了不平凡的历程，提高了五国人民
福祉，也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
善全球治理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
当前，金砖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
我们要携手同行，坚持多边主义，
抵制单边主义，体现金砖价值，培
育金砖理念，深化经贸、政治安全
领域互利合作，密切和丰富各种人
文交流，不断加强金砖战略伙伴关
系，使金砖合作在第二个十年取得
更加丰硕成果。

王毅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