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国务院台办发
言人范丽青14日在例行发布会上强调，“九二
共识”是由两岸双方分别正式授权的海峡两岸
关系协会和海峡交流基金会达成的，而不是由
国共两党达成的，代表的是两岸双方的共识。

范丽青指出，“九二共识” 达成后一直是
两岸协商谈判的政治基础， 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成果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取得的。 否认或
者推翻 “九二共识 ”、坚持 “一边一国 ”的 “台
独”立场，将会导致两岸协商无法进行，两岸
关系也会再度动荡不安。 我们和台湾同胞一
样，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事实证明，民进党
否定“九二共识”、坚持“一边一国”的“台独”
立场并没有改变。如果坚持这样的立场，很多
所谓的“善意”将无从谈起。

近期， 有关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如当
选连任会否访问大陆引发岛内热议。 范丽青
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说， 我们希望两岸关系朝
积极的方向发展。 至于具体事项要看两岸关
系的发展情况而定， 我们的态度还是 “水到
渠成， 顺其自然”。

国台办：
“九二共识”
是两岸谈判基础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14日说， 为完成我国
“十二五” 节能减排工作目标， 国家综合考
虑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节能潜力、 环
境容量及国家产业布局等因素， 将全国节能
减排目标合理分解到各地区。

这位负责人就国务院发布“十二五”节能
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十
二五”期间，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
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要下降18%；
北京、河北、辽宁、山东单位GDP能耗要下降
17%；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
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陕西单位GDP能耗
要下降16%；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甘肃、
宁夏单位GDP能耗要下降15%；海南、西藏、青
海、新疆单位GDP能耗要下降10%。

发改委：
节能减排指标已分解
湖南等地单位GDP能耗要下降16%

综合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姜瑜14日就美国务院近日发布 “国际宗
教自由报告” 答问时表示， 美方年复一年发
表此类报告攻击中国宗教人权状况， 干涉中
国内政。 中方坚决反对。

姜瑜说， 中国各族人民依法享有宗教信
仰自由。 我们敦促美方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
发展的事 。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3日发布
2010年下半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对包括
中国在内的8个国家宗教自由状况表示关切。

姜瑜表示， 中方敦促美国国会有关议员
认清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和互利共赢的本
质， 不要寻找借口对中国搞保护主义， 以免
损害中美经贸合作大局 。 姜瑜在答问时表
示， 中方已多次阐明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
机制改革上的立场。 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符合中美共同利益。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里德13日表
示， 参议院将在未来几周内推动通过新法案
敦促人民币升值。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反对美国攻击
我宗教人权状况
敦促美有关议员
不要对华搞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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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大连9月14日电 世界经济论坛
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 （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
坛） 14日上午在大连开幕。 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了题为 《实现更长时
期、 更高水平、 更好质量的发展》 的致辞。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 贝宁总统亚
伊、几内亚总统孔戴、吉尔吉斯斯坦总理阿坦
巴耶夫、挪威王储哈康、津巴布韦副总理穆坦
巴拉以及来自世界9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商
界、学术界和新闻界代表1700余人出席会议。

温家宝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对第五届夏季
达沃斯论坛的召开表示衷心祝贺， 对各位嘉
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至今已经三年，国际组织 、各国政府 、企
业界和专家学者都在深刻反思， 探究危机产
生的原因， 寻求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未来发
展之路。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喝彩的，
也有怀疑的；对中国经济的未来 ，有看好的 ，
也有唱衰的。 对此，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胸
中是有数的，信心是坚定的。

温家宝表示，目前，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
苏，但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加大。 国际社会要进
一步增强信心，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要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加快建立公正、
合理、健康、稳定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各国政
府要真正承担起责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主
要发达经济体要采取负责任、起作用的财政、
货币政策，妥善处理债务问题，保持市场投资
安全和稳定运行，维护全球投资者信心。

温家宝强调，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总体上
是好的。 今年以来，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
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
向发展。 我们将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切实把
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处理好保
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
胀预期三者的关系， 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
定，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努力实现今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

为期3天的本届论坛以“关注增长质量，掌
控经济格局”为主题，密集安排了90多场各种
形式的会议，与会者将围绕低碳增长、变革性
创新、移动经济、城市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

温家宝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

关注世界经济增长质量

9月14日， 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以 “全球金融展望： 第二次大收缩？” 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 就目前全球如何避免一场深度衰
退与另一场金融危机而展开研讨。 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副总裁朱民 （左） 在研讨会上发言。 新华社发

多年来， 是否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
济地位问题， 一直是中欧关系中一大障碍。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4日在夏季达沃斯
论坛上呼吁， 欧洲领导人 “要大胆地从战
略上看待中欧关系”， 包括承认中国完全市
场经济地位。

朋友之交在于诚。 在欧洲债务危机显
现 、 经济困难之时 ， 中国多次伸出援手 ，
继续加大对欧投资 。 然而 ， 欧盟依然以
“技术标准” 为托词， 在承认中国完全市场
经济地位问题上裹足不前， 没有表现出应
有的诚意与公平之心， 实在令人遗憾。

众所周知， 欧盟是中国的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 ， 中国的行动 ， 体现了同舟共济 、

对世界经济负责任的为友之道 ， 表现了
“伙伴 ” 的应有之义 。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后， 中国派遣多批 “采购团” 赴欧， 并宣
布购买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国债， 紧急关头
施以援手， 欧洲和世界很多国家对此给予
极高评价。 不久前， 温家宝总理与欧盟委
员会主席巴罗佐通电话时再一次明确表示，
中国相信欧洲经济能够克服困难， 仍然愿
意扩大对欧洲的投资。

但是，一直以来，一些欧盟领导人虽在
公开场合表示要推动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
济地位，但往往只听雷声，没见下雨，更有一
些欧盟官员以市场经济所谓 “技术标准”为
借口搪塞。 这种“拖延战术”，其实是“小算
盘 ”，它以 “贸易公平 ”之名 ，行保护主义之
实。 “零和”思维，到头来对欧盟也不利。

目前， 欧盟是中国头号贸易伙伴 ， 中
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在巨大双边贸
易数字面前， 欧盟是否承认中国的完全市
场经济地位问题， 并不能阻挡中欧经济合
作总体发展。 利用这个问题对中国采取反
倾销等措施的效果也越来越小。 中国外交
部副部长傅莹曾直截了当地指出： “我们
提出希望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
无非是要提醒欧盟公平地对待中国。”

当前， 中欧经贸合作正继续蓬勃发展，
欧洲债务问题面临新关头， 当历史性机遇
正抛向欧盟时 ， 布鲁塞尔应有战略眼光 ，
拿出大的政治智慧， 以诚意和公平作出明
智决策， 使包括经贸在内的中欧关系发展
得更顺畅。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新华时评

市场经济地位：欧洲应有“公平心”
新华社记者 吴黎明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国家主席胡
锦涛14日与立陶宛共和国总统格里包斯凯特
互致贺电， 热烈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

胡锦涛在贺电中说， 中立建交20年来，
双边关系健康、 顺利发展。 双方领导人交往
密切， 相互了解和信任日益加深。 两国经贸
合作不断扩大， 立陶宛连续多年是中国在波
罗的海地区最大贸易伙伴。 双方在文化、 教
育、 体育等领域合作成果丰富， 在联合国等
国际组织中也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协调。

胡锦涛表示， 中方愿同立方一道， 在相
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继续推动中立
友好合作关系健康、 深入向前发展。

格里包斯凯特在贺电中说 ， 过去20年
中， 立中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双方
积极开展经贸、 文化及体育等领域交流， 取
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立方愿同中方深化互
利互惠合作， 造福于两国人民。

中国立陶宛建交20周年
两国领导人互致贺电

希拉里称美国不会被吓倒
塔利班袭击美驻阿大使馆

据新华社喀布尔9月14日电 （记者 章
建华 闫建华）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13日中午
开始接连发生的4起袭击事件确认共有19人
死亡， 至少23人受伤。

阿富汗内政部14日发表声明说 ， 在美
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和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
全援助部队总部附近发生的袭击事件中共
有6名袭击者被打死， 3名平民和4名警察在
这起袭击中身亡， 包括5名警察在内的9人
受伤。

北约驻阿富汗部队14日发表公告说 ，
初步查明有6名北约士兵受伤。 美国驻阿富
汗大使馆官员称， 大使馆遭到至少6枚火箭
弹袭击。

在喀布尔市内其他3处发生的爆炸和枪
战中共有3名袭击者当场死亡， 一名平民和
两名警察身亡， 包括4名警察和4名平民在
内的8人受伤。

当地时间13日中午，一伙武装分子在美
国大使馆和北约驻阿富汗总部附近引爆多
枚炸弹后占领附近一栋未完工的楼房，向美
国大使馆和北约总部射击和发射火箭弹，枪
战持续了约20小时。 此外，喀布尔市内还有3
个地点也发生了爆炸和枪战。阿富汗塔利班
已宣布是这几起袭击事件的制造者。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13日电 （记者 冉

维 易爱军）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3
日表示， 当天针对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
袭击无法恐吓美国。

希拉里当天在美国务院就这一袭击发

表讲话时说， 在阿富汗的美国人不会被这
种 “怯懦的袭击 ” 所吓倒 。 她同时表示 ，
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阿美国人
的安全， 同时对付那些袭击者。

9月14日， 在喀布尔， 阿富汗士兵驾车驶往冲突地点。 新华社发

“村里人知道的第一个体育大赛就是农
运会！”14日下午，益阳市沧水铺镇香炉山村
党支部书记范尚威兴奋地告诉记者，即将举
办的省第五届农民运动会，不仅提高了村民
们参加体育锻炼的热情，还为农村吹来了文
明之风！

范尚威所在的香炉山村是一个以种养
业为主的村庄，村民平时最喜爱的体育运动
是打篮球和钓鱼，“这次农运会我们村有5位
村民报名参赛，其中年龄最大的65岁，参加
钓鱼比赛。”范尚威说，农运会的比赛项目贴
近农民朋友的日常劳动生活，深受村民的喜
爱。

“农”味十足，是农运会的最大特色。省
第五届农运会以“金色农运，绿色益阳”为主
题，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比赛项目的设置都
贴近农民生活、讲究绿色环保。为此，本届农
运会还修改、增加了几项不同于往届的新项
目。

风筝成为农运会首次设置的比赛项目，
参与面最广的田径项目则注重贴近农民生
活。如30米搬重物赛跑、抗旱提水保苗赛跑、

80米搬挑粮食赛跑、60米插秧赛、 原地抛掷
秧苗比赛等项目都来源于农民的日常生活，
很好地体现了农民劳作中的运动特性。

“这些‘农’味十足的比赛项目将促进我
村全民健身的新发展，许多没能参赛的农民
都表示，要好好培养一项体育技能，争取下
届农运会再报名！”范尚威说。

益阳市市委农村部部长陶德保告诉记
者，农运会的举办，推进了益阳市新农村建

设的发展。“今年来，全市开展‘清洁家园迎
农运’农村清洁活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
期五为‘农村清洁日’。”据介绍，在农村清洁
日当天，益阳市各乡镇机关组织干部对重点
区域进行清洁整治，并通过培养建立保洁员
队伍，指导农户进行垃圾分类处理。目前，益
阳市有34%的村组建了保洁员队伍，乡村保
洁员达到1010人， 农村保洁网络日趋完善，
农村卫生状况明显改善。

省第五届农民运动会将于9月20日至25日在益阳举行， 这场农民朋友的体育大联欢， 将吸引
全省14个市州代表团的2200多人参加。 开幕前夕， 记者走访益阳的街道、 农村， 看到农运会带
给这座城市的悄然变化， 深切感受到———

农运会“农”味十足
本报记者 郭云飞 杨军 邓晶琎 王亮
通讯员 杨治军

本报9月14日讯 （记者 谭云东） 第九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天赛程过
半，湖南代表团的优势项目也基本结束。在今
天的比赛中，湖南运动员发挥出色，共夺得4
个一等奖。目前，湖南代表团已获8个一等奖，
突破了上届民运会7枚金牌的成绩。

今天上午，田世芳、龙华在高脚竞速男子
2×200米接力比赛项目中率先冲过终点线，实
现了湖南队在该项目上的突破。 随后， 湖南
运动员再接再厉，分别在高脚竞速4×100米接
力、 秋千55公斤以下级单人高度和55公斤以
上级单人高度项目中夺魁。

接下来， 我省运动员还将参加苗族吊龙
等5个表演项目的比赛。

9月 14日 ，
保 洁 员 在 省 第
五届农 运 会 主
场 馆———益 阳
奥 林 匹 克 综 合
体育 场 擦 拭 观
众席座凳。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民运会赛程过半
湖南队成绩已超上届

■迎接省农运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13日说， 利比亚逃亡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
菲的第三个儿子萨阿迪眼下被软禁在尼日尔
首都尼亚美一座国宾馆内。

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纽兰说：“据我
们了解， 他和其他人一样被关在一座国宾馆
内……根据我们的理解， 实质上是软禁在这
处政府设施。 ”

尼日尔官员当天向美联社记者证实， 萨
阿迪和那3名将军向尼日尔政府申请政治庇
护。 双方正就此谈判。

尼日尔“软禁”卡扎菲第三子

远征军忠魂归国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
公安部交管局获悉 ， 5月1日 《刑法修正案
（八）》 实施以来， 各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广泛宣传酒后驾驶的危害性和法律的制裁
措施， 依法严格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
件， 法律的教育、 警示和惩治作用明显。

据统计，法律实施4个月来，全国共查处
酒后驾驶机动车9.5万起 ， 较去年同期下降
45.4%。 其中，以危险驾驶罪立案查处醉酒驾
驶机动车案件1.77万起 ， 较去年同期下降
37.9%。全国因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
死亡379人 ， 较去年同期减少157人 ， 下降
29.3%； 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死亡
231人，较去年同期减少85人，下降26.9%。

醉驾入刑4个月

酒驾下降四成多

据新华社云南腾冲9月14日电 （记者
伍晓阳） 从缅甸回归祖国的19位中国远征军
抗日阵亡将士遗骸14日在云南省腾冲县国殇
墓园安葬。 远征军老兵和将士后人、 海外侨
胞、 港澳台同胞及腾冲父老乡亲等数千名各
界人士， 共同聚集在国殇墓园中国远征军抗
日阵亡将士墓前祭奠归国忠魂。

按照当地风俗， 腾冲乡贤在祭奠仪式上
宣读了 《中国远征军七十年祭 》。 祭文说 ：
“青山不老， 日月永辉， 英烈不朽， 浩气长
存。 怀者来归， 青山葳蕤， 告彼诸神， 佑我
英魂！ 在天为干， 在地为坤， 永志不忘， 民
族昆仑！”

这19位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遗骸是在缅
北密支那、 西保等地寻找到， 13日经中缅边
境猴桥口岸、 畹町口岸回归祖国的。

9月14日是腾冲县光复纪念日。 67年前
的这一天， 中国远征军经过浴血奋战， 从日
寇手中收复腾冲。 国殇墓园中安葬了当年收
复腾冲战斗中牺牲的中国远征军将士 。 如
今， 19位远征军归国英烈与他们的战友安葬
在一起。

19位抗日阵亡将士遗骸
安葬云南腾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