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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会见记者
当地时间 5 月 9 日晚，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东京迎宾馆与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李克强介绍了两国总理会晤成果，
强调指出，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符合双
方利益，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
荣。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双方要重温条约精神，巩固两国
关系的政治基础，推动中日关系在和平
友好合作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李克强表示，双方确认恪守中日四
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
妥善处理历史、

台湾等敏感问题，以实际行动体现互为
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
李克强强调，双方一致认为，既要
加强政治互信，也要推进经济合作，推
动创新领域合作，加强金融、节能环保、
高新技术、共享经济、医疗养老等领域
和地方之间合作，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
机制，打造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促进
经济合作迈上新的高度。进一步加强
人文交流，拉近两国民众的心理距离。
安倍晋三表示，热烈欢迎李克强总
理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去年两国关

系迎来改善的机遇，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不断向好发展。我同李克强总理会谈
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双方同意设立海
空联络机制，共同管控海上危机，使东
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日中签
订社保协定将有助于推进双方经济交
流。双方就扩大投资合作、开展第三方
合作、合作摄制电影等达成新的共识，
这些不仅有利于两国合作的深化，也将
有力促进双方人民之间的交流和相互
了解。日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保持两
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据新华社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重启 三大成果有新意
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9 日在日
本东京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时隔两年
半召开，就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日韩合
作、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携手增进
世界繁荣发展达成一系列共识。明年将
迎来中日韩合作机制启动 20 周年，舆论
和相关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此次会议成
果为中日韩合作打开了新局面。

东亚合作之舰
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地区重要经济
体，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都是全球化
和自由贸易的受益者。面对当前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抬头的形势，三国领导人重
申共同维护自由贸易、推动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决心。会议联合宣言中，三国重
申将进一步加速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
判、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谈判。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钟
宪表示，三国领导人强调维护自由贸易
的重要性，并承诺采取切实行动应对挑
战，
“我认为三国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达
成的共识，将为中日韩加快（三国）自贸
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提供重要支撑”。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副理事长、庆应
义塾大学教授大西广认为，中日韩地理
位置相近，经济结构相似或互补，
三国在
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
拥有共同利益和一致立场。此次会议对
进一步促进三国合作、维护和推动全球
自由贸易作出了贡献。
在此次会议中，三国领导人同意建
立“中日韩＋X”合作机制，集聚三方优
势，
联合拓展第四方，
并使合作方受益，
带
动和促进本地区国家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
主任吕耀东认为，在区域合作领域，中日
韩作为三大经济体要发挥应有作用。在
全球区域合作日臻活跃的情况下，作为
东亚重要经济体，三国理应为实现本地
区经济一体化而共同努力。本次三国领
导人会议就此达成共识意义重大。

相连。深化人文交流，
促进人员往来，
夯
实民意基础，对扩展和巩固三国合作基
础至关重要。
此次会议提出，要充分挖掘三国历
史传统中人文内涵，加强文化、教育、旅
游、媒体等领域交流合作，进一步推动
“游历东方”
“东亚文化之都”
“亚洲校园”
等促进人文交流的活动和项目。
吕耀东认为，中日韩同属东亚文化
圈，加强三国人文领域交流具有重要意
义。此次会议将三国人文领域合作细
化，符合时代发展要求，
拓展了中日韩合
作领域和交流范围，并将使三国合作出
现实质提升。
大西广表示，除了政府高层交往之
外，中日韩民间各领域的交流也必不可
少，将对巩固互信发挥积极作用。
韩联社对三国扩大体育、文化领域
交流予以积极评价。报道指出，继平昌
冬奥会后，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将相
继举办，为中日韩开展体育和文化交流
合作提供了契机。

民意相通之源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
相通。中日韩互为近邻，山水相依，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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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未中出奖金 1036375992 元全额滚入下期。
兑奖期为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信息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1812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5月10日
本期销售金额：1658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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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32.42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18 年 7 月 9 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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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0 元/注

一等奖 5 个号全中

47 注

4389 元/注

二等奖 中任意 4 个

4338 注

10 元/注

本期未中出特等奖累计奖金 1138380 元，
全额滚入下期特等奖。
兑奖期为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信息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5
第 18123 期开奖公告

对照通知中指出的六大类问题，
建立问题
清单，
逐一整改落实，
畅通群众投诉渠道，
在法律和制度轨道上开展培训，
努力成为
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此外，
为深入了解各地开展专项治理
工作情况，教育部已派出 7 个督查组分赴
全国各地进行实地督查，
进一步压实地方
责任，
确保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取得决
定性成效。
据新华社

中国福利彩票

宗旨

奖金

0注

特等奖 中 5 连 4

浙江销售 2756854 元，
返奖额 1056101 元。
兑奖期为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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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日期：2018年5月10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0637774元

开奖日期：2018年5月10日
本期浙江销售金额：14537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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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工作，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近日约谈部分校
外培训机构负责人，
深入了解培训机构落
实四部委专项治理通知精神，
开展自查和
整改工作情况，
对规范和整改工作进一步
提出相关要求。
据介绍，
自今年教育部联合有关部委
部署开展专项治理工作以来，目前已有
27 个省份出台了详细的专项治理方案。
约谈中，各培训机构负责人表示，将

第 2018123 期
投注总额 4663756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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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尚未有证据显示咖啡会威胁人类健
康，公众不必对此担忧。”
“公众知情很重
要，但在缺乏足够数据时高调宣称‘咖啡
或致癌’，我认为，这并不是在传播知识，
而更多是在制造恐慌。
”
阿古斯说。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2016 年将咖啡移出了“可能致癌物质”的
名单。该机构在分析 1000 多项研究后指
出，
没有证据证明咖啡与罹患癌症之间存
在必然关联，
咖啡还可能会降低肝癌和子
宫癌的风险。
美国癌症研究学会日前专门发表博
客文章指出，
咖啡不需要被贴上
“致癌”
标
签。事实上，咖啡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
质，
可能有抗氧化、抗癌等功效。
还有一些研究结果显示，
咖啡甚至可
以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美国国家生物
技术信息中心 2017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
示，
每天一杯咖啡或可降低罹患肝癌和子
宫内膜癌的风险。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
中心2018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咖啡可能会
降低罹患结肠直肠癌的风险。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专家爱德
华·焦万努奇指出，
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方
面，
咖啡至少是中性的，
如果有什么影响，
有
助于减少罹患癌症风险的证据还要多一些。
美国全国咖啡协会主席威廉·默里
说，这一裁决无助于提高公共健康，只会
让消费者感到迷惑。
据新华社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约谈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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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高等法
院本周作出最终裁决，
要求在加州销售的
咖啡产品附加致癌风险警示标识。这一
裁决引发多方争议。一些专家9日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
下作出如此裁决，
会引发公众恐慌。
洛杉矶县高等法院法官伊莱休·伯利
7 日在裁决中称，咖啡豆烘焙过程中会产
生化学物质丙烯酰胺，
原告提供的证据表
明，咖啡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而被告未
能证明所售咖啡中所含的丙烯酰胺处于
人体摄入的安全标准内。
2010 年，美国非营利机构“毒物教育
与研究委员会”对星巴克、7－11 便利店、
全食超市、卡夫和绿山咖啡等 90 多家企
业提起诉讼，
称这些商家没有依法对所售
咖啡中含有的致癌化学物质丙烯酰胺加
注警示标识。
加州《安全饮用水与毒性物质强制执
行法》规定，对于包括丙烯酰胺在内的约
900 种已知致癌或导致生殖毒性的化学
物质，
所涉及商品应加注警告标识。咖啡
行业的代理律师称，
咖啡中的这种化学物
质处于对人体无害的水平，
应被免除法律
责任，因为它是在加工过程中自然产生
的，
并使咖啡更具风味。
这一最终裁决引发多方争议。
美国南加州大学医药和工程学教授
戴维·阿古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目

此次会议上，中日韩领导人一致欢
迎朝鲜半岛核问题重新回到对话解决的
轨道上来，表示三国对确保地区及世界
和平稳定肩负共同责任。
韩联社报道指出，第七次中日韩领
导人会议就半岛无核化问题共同发声，
将对朝鲜和美国缩小分歧产生积极影
响。
《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认为，中日韩
就半岛问题交换意见具有重要意义。当
前国际形势下，日本原本“美国一边倒，
压力一边倒”
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日本必
须与中韩保持紧密沟通。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院内发言人
诸闰景表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为半
岛以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作出
贡献。此次会议就半岛问题共同发声，
意味着国际社会为实现半岛和平所开展
的合作正在
“熠熠生辉”
。
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认为，
在朝鲜半岛迎来和平曙光的背景下，此
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强化相互合作，有
利于促进亚洲的整体稳定与发展繁
荣。
据新华社

福彩 3D

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 10 日报道，叙利亚
防空系统当天持续拦截并击落了以色列射向
叙境内的数十枚导弹。
报道援引叙军方消息说，以色列军方从
当天凌晨起向叙利亚方向持续发射导弹，叙
防空系统不断进行拦截，并“在叙利亚上空”
击落数十枚导弹；另有部分导弹击中叙方多
个军事目标，
包括防空部队、雷达和一处军火
库。
据新华社

美加州裁定咖啡需标致癌警告引争议

地区稳定之锚

第 201805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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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媒体称叙军拦截并
击落数十枚以色列导弹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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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1040 元
320 注
直选
346 元
0注
组选 3
173 元
480 注
组选 6
800
注
合计

3

0

4

3

本期中奖情况
每派奖金合计
332800元
0元
83040元
415840元

7728664.36 元奖金滚如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7月9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信息为准。

奖级 中奖注数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

合计

13 注 100000 元 1300000 元
1300000 元
13 注

220448046.90 元奖金滚如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7月9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信息为准。

现向社会全面放开体育彩票
销售门店申请，凡有意向从事体育
彩票销售人士均可前来申请经营
体彩销售。
业务科:82371763 八一南街
467号
金华市体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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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奖高
快开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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