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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公告
加拿大籍华人 Richy Lee （出

生日期 1966 年 5 月 25 日、 南京
人），原中国姓名尚雨石，于 2018

年 5 月 13 日在南京去世。 请对他
遗产有继承权的或者债务人在此
公告发布之日起的一个月内同徐
颖联系有关事宜。

联系电话 ：13337809062，信
箱 ：info@victorpilnitz.com， 微 信 :

Cindyqueen20。 特此公告！

新华社北京 6 月 28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8 日下午在

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

晤。两国元首宣布发表联合声明，正

式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延期。普京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

习近平指出，我们即将迎来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20

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

立的世代友好理念符合两国根本利

益，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生动实践。今天的中俄关系成

熟、稳定、坚固，经得起任何国际风

云变幻考验。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战略协

作富有成效，有力维护了两国共同

利益。务实合作成果丰硕，质量和体

量同步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

调配合，共同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

和国际公平正义。在世界进入动荡

变革期、人类发展遭遇多重危机背

景下，中俄密切合作，为国际社会注

入了正能量，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

的典范。我们应全面总结中俄关系

始终航向不偏、动力不减的成功经

验，对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作

出顶层设计，为《中俄睦邻友好合

作条约》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相信

在《条约》精神指引下，无论前进道

路上还需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中

俄两国都将继续凝心聚力、笃定前

行。

普京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表示，俄方珍视历史上同

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历程，愿同中国

共产党加强党际交往，祝愿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取得新成就，并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更重要作用。

普京表示，《俄中睦邻友好合

作条约》体现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的意愿，《条约》确立的有关原则和

精神为俄中关系长期顺利发展发挥

了重要、独特作用。俄方对当前俄中

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和两国

合作全面稳步发展感到满意。今天

我们宣布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决定

《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将

为俄中关系长远发展奠定更加牢固

的基础。俄方愿同中方继续深化战

略互信，密切战略协作，继续相互坚

定支持各自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努力，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制

度和发展道路，深化务实合作和人

文交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

协作，将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

习近平感谢普京及俄各界通过

多种方式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表

示祝贺和支持。习近平强调，中方坚

定支持俄方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采

取的有力举措，坚定支持俄方办好

自己的事。

双方强调，共同坚定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全球战略

安全稳定，支持和践行真正的多边

主义，反对打着“民主”和“人权”

幌子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单边强

制性制裁。

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弘扬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

类共同价值，加强团结协作，合力应

对共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双方强调，共同反对利用疫情

和病毒溯源搞污名化、政治化。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高层

交往，加强疫苗合作，继续扩大双边

贸易规模，拓展低碳能源、数字经

济、农业等领域合作，推进“一带一

路”倡议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双

方将共同反对将体育政治化，俄方

支持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

双方认为，当前形势下，上海合

作组织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应全

面谋划和推进该组织发展。

双方还对近期美国、北约加速

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安全形势更

加复杂严峻表示关注，强调共同维

护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媒体 28 日报道，一份

2018 年 10 月的报告显示，佛罗

里达州一栋日前坍塌的居民楼有

“严重结构性损坏”。然而当年

11 月，当地政府官员向居民保证

这栋楼安全。

这栋 12 层海滨居民楼位于

迈阿密 -戴德县瑟夫赛德镇，楼

龄 40年，24日凌晨部分坍塌。

媒体披露的这份 2018 年

10 月现场结构勘查报告显示，这

栋居民楼游泳池边和入口车道

下方以及花坛处防水材料失效，

正导致这些区域下方的混凝土

板出现“严重结构性损坏”，防

水材料亟待更换。这份报告由建

筑企业“莫拉比托咨询公司”完

成。

美国媒体 28 日报道，瑟夫

赛德镇政府 2018 年 11 月一次

会议的记录写道，镇政府建筑部

门官员罗斯 ·普列托与居民代表

开会，普列托“审阅了结构工程

报告”，“似乎这栋楼状况非常

好”。

按美国媒体说法，会议记录

提及的报告似乎就是上述指出居

民楼问题的报告。普列托已经不

再供职于镇政府。他告诉《迈阿

密先驱报》，不记得收到过那份

报告。

苏珊娜 ·阿尔瓦雷斯曾经在

这栋楼 10 层居住，参加了那场

会议。她说：“镇政府当时告诉我

们这栋楼没问题。没有人告诉我

们它状况那么差。”

“莫拉比托咨询公司”去年

承接对迈阿密 - 戴德县楼龄 40

年楼房换发安全证明的工作。这

家企业说：“那栋楼坍塌时，楼顶

在维修，但混凝土修复还没有开

始。”

截至 27 日上午，搜救队找

到居民楼坍塌事故 9名遇难者遗

体，仍有 150 多人下落不明。事

故原因有待查明。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澳大利亚正在应对由新冠变

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引发的几处聚

集性感染。一些卫生专家认为，澳

大利亚正经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最危险阶段。

澳大利亚国库部长乔希 ·弗赖

登伯格 28日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

司，德尔塔毒株在澳出现，意味着

疫情进入“新阶段”，澳大利亚抗

疫面临“关键时刻”。

澳大利亚本轮聚集性感染累

计确诊病例已达130 例。首个病例

16 日被发现，是悉尼一名没有接

种疫苗的司机。他疑似在接送一名

外籍机组人员时感染德尔塔毒株，

其间据信没有戴口罩。

悉尼所属新南威尔士州 28 日

报告过去 24 小时新增 18 例确诊

病例，27 日和 26 日分别新增 30

例和 29 例。“我们必须做好数字

蹿升的准备，”州长格拉迪丝 ·贝

雷吉克利安说，“出现这种毒株，

家庭内部 100%会传染。”

据国际媒体报道，澳大利亚约

80%人口现处在某种形式的疫情

防控措施下。东部城市悉尼、北部

城市达尔文 28 日处于“封城”状

态；西部城市珀斯一名居民一周多

前从悉尼回来后病毒检测呈阳性，

触发珀斯下达“口罩令”并发出

“封城”警告。

澳大利亚迄今累计新冠病例

低于 3.1 万例，完成疫苗接种的人

数只占全国人口 5%。近来聚集性

感染使澳大利亚进展缓慢的疫苗

接种计划引发关注。

卫生政策顾问比尔 ·鲍特尔

说，政府需要考虑加快疫苗接种，

把两剂阿斯利康疫苗的接种间隔

从12周缩短至 8周。鲍特尔认为，

澳大利亚面临去年疫情暴发以来

的“最严重危机”。

澳大利亚本轮疫情还暴露出

酒店隔离措施存在问题。这是近期

大多数社区病例的源头。

一名矿工疑似在昆士兰州布

里斯班市的酒店隔离期间感染德

尔塔毒株，接着飞往北领地区一处

黄金矿山，并在那里传染了至少 6

人。

习近平同俄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两国元首宣布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

变异病毒来袭,澳面临“关键时刻”
●

美国地方官员曾保证
佛州坍塌楼房“没毛病”

美国佛州塌楼后续

6月 28日，戴口罩的儿童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一家商场内玩耍。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