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 肖丽娟 邓晶琎 责任校对 魏跃勇

国际·体育

13

２０11

年

6

月

27

日 星期一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

6

月

25

日电 （记者

赵承 冯坚）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5

日在匈

牙利总统府会见了匈牙利总统施米特。

温家宝转达了胡锦涛主席对施米特的

亲切问候 。 温家宝说 ， 匈牙利是一个勇

敢、 智慧、 开放的民族。 中匈的根同在亚

洲 ， 相互有着亲近感 。 我在贵国访问期

间， 深刻体会到匈牙利人民对中国人民的

深厚感情。 我们要共同努力， 让两国青年

一代继承和发扬中匈传统友谊。

温家宝表示， 我选择匈牙利作为访问

欧洲的第一站， 目的是以实际行动传递中

方对匈牙利经济的信心， 扩大中匈各领域

交流与合作， 促进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

发展。 访问取得了重要成果， 我们要以此

为新的起点， 携手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施米特请温家宝转达对胡锦涛主席的

亲切问候。 他表示， 两国建交

60

多年来 ，

始终相互信任， 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中国是匈牙利可靠的伙伴， 匈牙利感谢中

方的有力支持。

据新华社英国伯明翰

6

月

25

日电 （记

者 康逸 王亚宏）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

地时间

25

日傍晚乘专机抵达英国伯明翰，

开始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

在机场，温家宝发表了书面讲话。他说，

中英建交

39

年来，双边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

历程。两国已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形成

全方位合作格局。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各领

域合作富有成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

合作，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

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英加强沟通

与合作，对两国有利，对世界也有利。

温家宝说 ， 我此次访英旨在促进沟

通， 促进合作， 促进发展。 我期待着与卡

梅伦首相就加强双边务实合作以及共同关

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相信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 此访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为中

英关系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持续、 健康、

稳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温家宝会见匈牙利总统施米特

抵达伯明翰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

6

月

25

日， 为了推介电影 《蓝精灵》， 很多 “蓝精灵” 粉丝自愿装扮成蓝精灵， 希望能打破 “蓝精灵聚会” 人数的吉尼斯

世界纪录。 图为人们装扮成 “蓝精灵” 在墨西哥城参加电影 《蓝精灵》 的造势活动。 新华社发

“蓝精灵”齐聚墨西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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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

25

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 双

方就亚太总体形势、 各自亚太政策、 双方在亚太地区的

沟通与合作， 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交换看法。 这是

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拓展中美各层次交往， 以加

强双方亚太事务良性互动推动中美关系的新举措。

亚太事务磋商机制的建立水到渠成。 目前中美之间已

经建立了

60

多个对话磋商合作机制。 亚太事务磋商机制作

为一个新的协商渠道，有助于双方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拓

展务实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赴夏威

夷前对媒体表示， 建立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是第三轮中

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亮点， 对充实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内涵

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表述有两层含义：一是亚太合作是中美

合作的一个重点， 二是这一磋商机制是两国合作的新的重

要形式。

亚太事务磋商机制的建立适逢其时。 世界局势深刻

变化， 亚太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中美

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良性沟通与合作， 是双方加强全面合

作的重要内容， 不仅能促进两国的共同利益， 对维护亚

太乃至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国在全球和地区事

务中作用的不断增强， 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不断

扩大， 同时分歧也有所增多， 因此只有加强务实磋商才

能扩大共识、 化解分歧。 《日本经济新闻》 文章认为，

这一磋商机制是一种良性调控， 有利于双方更顺畅、 更

及时地就重大和热点问题进行协调。

中美都希望亚太事务磋商不断取得成果， 这关键取

决于双方能否尊重彼此的利益和关切， 遵循公认的国际

关系准则， 通过对话和谈判有效解决地区热点问题， 客

观冷静地面对矛盾和分歧。

本次磋商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开端。 基于亚太事

务的全球性和重要性， 以及这一地区关乎中美各自的战

略利益， 这一对话机制势将持续推进。

当前亚太地区形势总体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充满生

机与活力，亚太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 稳定亚太，稳定

世界，谋求共同发展，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 基于以上共

识加强磋商，双方的合作就会不断取得成果。

（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

■

新华时评

中美谋求

亚太事务的良性合作

新华社记者 陈俊侠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韩国军方

26

日宣布，

定于本月

27

日起在韩国西北部靠近朝鲜半岛南

北陆上军事分界线、 即三八线附近的坡州市举

行军事演习。

演习定于

27

日开始， 为期

5

天。 军方官员

告诉韩国联合通讯社记者， 这次演习属野外训

练性质， 旨在检验部队的战备状态。

韩联社报道没有提及演习规模、 参演部队

组成等具体内容。

坡州位于韩国京畿道西北端， 距首都首尔

大约

40

公里， 西北部靠近三八线。 连接首尔与

板门店的两条公路从坡州穿过， 令坡州成为南

北交通要塞， 战略位置重要。

朝韩关系自去年

3

月 “天安舰” 爆炸沉没

事件和

11

月延坪岛相互炮击事件以来陷入冰

冻 ， 南北关系紧张 。 韩国自延坪岛炮击事件

后多次举行军事演习。

韩将在三八线附近军演

据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

26

日

“认领” 前一天西北部地区警察局遇袭事件， 同时首次

承认使用女性自杀袭击者。

巴基斯坦西北部德拉伊斯梅尔汗地区古拉吉镇警察

局

25

日遭一伙武装人员袭击，

10

人丧生， 另有多名警察

遭绑架。 安全部门官员说， 武装人员装备有自动武器和

手榴弹， 双方交火持续至

25

日晚。

美联社

26

日援引巴基斯坦塔利班发言人艾赫萨努

拉·阿赫桑的话报道， 包括一名女子在内的两名武装人

员向警局开枪扫射并投掷手榴弹， 引爆所携带炸药后身

亡。

阿赫桑说， 两名袭击者系夫妻， “愿作女 ‘人弹’

显示出她们对巴基斯坦安全部队的憎恨程度”。

巴塔利班首次承认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 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

25

日在北京会见了越南领导人特使、 越南副外长胡春山。

胡春山转达了越南领导人关于两国关系和近期南海形势

的意见。 戴秉国阐述了中方在发展双边关系及海上问题

的立场和主张。

双方表示， 健康稳定发展的中越关系， 符合中越两

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也有利于本地区的和

平、 稳定与发展。 双方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按照 “长期稳

定、 面向未来、 睦邻友好、 全面合作” 的方针和 “好邻

居、 好朋友、 好同志、 好伙伴” 的精神推动中越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双方表示要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 通过谈判与

友好协商和平解决两国间的海上争议； 采取有效措施，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加强舆论正确引导， 避免出现

损害两国人民友好和互信的言行； 要加快推进 《指导解

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 磋商， 争取尽早签署协

议； 推进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及后续行动进程，

力争尽早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越将通过谈判

解决海上争议

据新华社雅加达

6

月

26

日电 印度尼西亚

西部北苏门答腊省

26

日发生一起客车坠河事

故， 至少已造成

15

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印尼当地警方官员优素福说， 一辆由北苏

门答腊省省会棉兰开往明古鲁省的大客车在行

至南打巴努里县山区时因刹车失灵坠入山涧。

当时车上有

65

人。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 大客车是在一段上行

坡路发生事故的。 此前， 司机曾要求多名男性

乘客暂时下车以减轻负重， 因此事故发生时车

上大多是妇女和儿童。

印尼客车坠河15人死亡

本报

6

月

26

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由青岛啤酒捐建的湖南

宁乡希望工程学校

25

日在宁乡

揭牌。残奥冠军孙海涛、澳门首

位世界冠军李菲和舞蹈家扬扬

现场助阵， 呼吁社会各界人士

为希望小学的孩子奉献爱心。

揭牌仪式上， 青岛啤酒股

份有限公司华南营销公司董事

长王新洪表示， 青岛啤酒将出

资

50

万元， 在宁乡县青山桥镇

的上流村捐建一所希望小学 ，

希望以此改善当地的教学条

件，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活动现场， 两位体坛世界

冠军分享了自己的爱心感受 。

残奥冠军孙海涛在

5

岁时右眼

失明， 后来加入到残疾人运动

事业，勇夺

3

枚亚特兰大残奥运

田径金牌。 孙海涛希望通过自

己身残志坚的故事， 激励孩子

们茁壮成长。

9

岁开始学习武术

的李菲

1995

年在世界武术锦标

赛上夺冠， 成为澳门第一位世

界冠军。 李菲现场讲述了自己

从一名运动员成长为演员 、企

业家的经历， 并寄语孩子们以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健康成

长。

据介绍， 青岛啤酒一直致

力于中国慈善和公益事业 ，自

2009

年开始已经在全国募集到

近

4200

万元善款， 为

200

多所希

望小学提供援助。

本报

6

月

26

日讯 （通讯员 常和平 记者 邓

晶琎）今天，在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分别

角逐的两项桥牌赛事先后收牌。经过

3

天的激烈

争夺，“株洲电力机车杯”

2011

年全省大企业桥

牌邀请赛今天中午落幕。 随后，“株洲电力机车

杯”湖南名人桥牌邀请赛也结束了所有比赛。

全省大企业桥牌邀请赛由省桥牌协会和南

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株洲市体

育局和株洲市桥牌协会协办， 共有

12

家大型企

业参赛。最终，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队夺

得冠军，长炼机电公司队获得亚军。

由

50

多位省直厅级领导和大企业老总参加

的湖南名人桥牌邀请赛也随后展开最后角逐。

最终，曹慧泉、赵强和杨颖、孟伟分获南北向、东

西向冠军，胡衡华、沈明坤和罗亚军、王年生分

获南北向第二、三名，黄学工、彭光武和龙江虹、

王跃武分获东西向亚军和季军。

本报

6

月

26

日讯 （实习生 王亮 记

者 邓晶琎）

2011

年印尼羽毛球超级赛

今天落幕， 中国队除了男单遭遇滑铁卢

外， 揽下了其他

4

项冠军。 衡阳伢子柴

飚搭档郭振东， 在男双决赛中不敌 “风

云” 组合， 获得亚军。

面对世界第一的 “风云” 组合， 年

轻组合柴飚

/

郭振东以

13

比

21

和

12

比

21

连输两局， 无缘冠军。

在其他项目中 ， 李宗伟战胜丹麦

选手盖特获得男单冠军 ， 王仪涵在先

负一局的情况下 ， 连扳两局战胜印度

选手塞纳， 获得女单冠军， 王晓理

／

于

洋和张楠

／

赵芸蕾分获女双和混双冠

军。

本次大赛 ， 我省有

3

名选手参赛 ，

鲍春来在男单第二轮不敌陶菲克， 田卿

则在混双的比赛中无缘四强。

本报

6

月

26

日讯 （实习生 王亮 记者 邓晶

琎） 湖南湘涛百世窖队昨晚在天津进行了本赛

季中甲联赛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 结果凭借球

队的出色发挥，客场以

3

比

0

大胜天津队。本场比

赛后，少赛一场的湘涛队积

14

分，积分榜排名上

升至第

10

位。

比赛第

7

分钟，湘涛队就通过任意球由王庆

先拔头筹；第

45

分钟，艾克热木助攻帕拉西奥斯

扩大比分；第

73

分钟，回到后腰的马里奥锦上添

花，将比分锁定为

3

比

0

。

下一轮， 湘涛队将于

7

月

3

日客场挑战北京

八喜队。

印尼羽球赛落幕

柴飚获男双亚军

中甲第二阶段

重燃战火

湖南湘涛3球大胜天津

两大桥牌赛事株洲收牌

宁乡上流小学的孩子们在仪式现场表演节目 。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世界冠军宁乡助阵希望工程

用女“人弹”袭击警察局

10人丧生，多名警察被绑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