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尼日尔官员15日表
态， 会继续收留穆阿迈尔·卡扎菲的三子萨阿
迪·卡扎菲，除非联合国取消对他的旅行禁令。

今年8月利比亚战事正酣时， 萨阿迪南逃，
进入尼日尔。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当局
几番要求尼日尔交人均遭拒绝。尼日尔说，批准
萨阿迪的避难申请完全基于人道主义考虑。

尼日尔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巴祖姆15日
晚间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 由于联合国
先前对萨阿迪发出旅行禁令， 所以，“我们得
遵守决议。他得待在这儿，他不能出行……除
非解禁”。

尼日尔称会继续
收留卡扎菲之子

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谭云东） 2011年
女排世界杯今天进行了第9轮争夺，年轻的中国
女排与美国队苦斗5局， 最终以2比3遗憾落败，
这是中国队本届赛事的第3场失利。

尽管没能击败美国队， 但中国女排延续了
本届世界杯每场必定拿分的态势 （世界杯积分
规则为3比0/3比1胜得3分，3比2胜得2分，2比3
告负得1分，1比3/0比3告负无积分）， 依然手握
冲击前3的主动权。

世界杯还剩下两轮， 冠军与奥运入场券的
争夺进入到白热化， 保持全胜的意大利队夺冠
形势最好，美国队也有冲冠希望。中国女排将在
17日迎战肯尼亚队，由于对手实力较弱，中国女
排从其身上拿到3分不成问题， 最后一战与德国
队的较量， 将决定中国队是否能够在本届世界
杯赛中跻身前3甲，从而拿到伦敦奥运会入场券。

本报11月16日讯 （记者 谭云东） 北京时
间今天凌晨，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２０强第5轮
赛事中， 伊拉克队凭借中场球员阿克拉姆的两
个进球，在客场后来居上，以3比1战胜约旦队，
与对手携手晋级10强赛。这样，中国男足理论上
的出线希望也宣告彻底破灭， 自2002年韩日世
界杯完成历史性亮相后，中国男足已经连续3届
在世界杯预选赛中早早铩羽而归。

本轮其他小组比赛， 已经提前出局的朝鲜
队主场1比0击败了日本队， 终结了对手的16场
不败，日本队已经提前两轮出线。伊朗队和澳大
利亚队分别在客场击败了印度尼西亚队和泰国
队，均提前一轮晋级10强赛。 至此，已经有伊拉
克、澳大利亚、伊朗、日本、乌兹别克和约旦6支
球队已经锁定了10强席位，包括中国、朝鲜、阿
联酋等6支队伍则提前出局。20强赛小组赛最后
一轮将于2012年2月29日开打，韩国、黎巴嫩和
卡塔尔等球队掌握着晋级的主动权。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

10强赛已确定6个席位
伊拉克、 澳大利亚、 伊朗、 日本、 乌兹别克
和约旦6支球队提前出线

中国女排惜败美国队

新华社记者 黄深钢 叶锋

据新华社圣彼得堡11月16日电 15日在
俄罗斯白海海域失踪的 “库兹涅佐夫上校”
号货船于莫斯科时间16日11时30分许被找到。

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紧急情况部介绍说，
货船是被一架负责搜救任务的伊尔-38海上
巡逻机发现的， 当时货船正处在漂流状态，
甲板上无人员活动。

被找到的货船在15日凌晨与基地失去联
系， 根据紧急情况部提供的资料， 船上载有
11人， 没有装载货物。

俄失踪货船被找到

本版责编 李特南 肖丽娟 谭云东 责任校对 彭扬 时事·体育 11２０11年11月17日 星期四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
建立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
讨论并原则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
正案（草案）》。

为从根本上遏制三江源地区生态功能退
化趋势， 探索建立有利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的体制机制， 会议批准实施 《青海三江源
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 试验
区包括玉树、 果洛、 黄南、 海南4个藏族自
治州21个县和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

方案要求，力争到2015年，植被平均覆盖度
提高15到20个百分点，到2020年，植被平均覆盖
度提高25到30个百分点， 生态系统步入良性循

环，城乡居民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会议认为， 现行预算法已不能完全适应

形势发展要求，有必要修改完善。修改的基本
原则是：（一）增强预算的科学性、完整性和透
明度。 各级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要纳入
预算。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外，各级政府和
各部门的预算、 决算都要依法向社会公开。

（二）健全财政管理体制。 各级政府之间应当
建立财力保障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管理
体制。 （三）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做到规
范、公平、公开。 （四）强化政府债务管理，防范
财政风险。 （五）严格预算执行，规范预算调
整，完善预算审查监督。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一度位列全国房企三甲的地产大鳄， 近
期不断传出资金链危机； 一向以中高价位面
世的楼盘， 销售形势严峻———绿城集团近日
的遭遇， 备受关注。

绿城高地价、 高负债的经营路数之软肋，
对房地产企业有何警示？ 专家认为，“绿城之
伤”的背后，打破了当下房地产只涨不跌的“神
话”，折射的是一些房地产企业“狂飙突进”模
式的难以为继。

“巨头”扛不住
负债率居高不下

长期以来风光无限的地产巨头绿城集团，
近日一下子陷于困局。

数据显示， 今年1至10月， 绿城集团累计
取得销售金额约人民币285亿元， 仅完成其年
初制定全年目标540亿元的52.78%。

在资金市场上 ， 绿城是借款大户 。 在
2010年， 绿城的负债率高达132%。

“冒险家”的“乐园”
“高进高出”模式难以为继
在10多年的时间内，绿城从一家地方性房

地产企业， 一跃成为在全国30多个城市广泛
“铺摊”的房地产巨头，一度位列中国楼市的前
三甲。 与此同时，中国的房地产业呈现“狂飙突
进”的态势，成为绿城这类“冒险家”的“乐园”。
期间，虽几经调控，绿城依然借助资金高杠杆
率 ，手握重金 、高价购地 ，在热点城市快速布
局，以高价楼盘吸引炒房投资者。 这种“高进高
出、快进快出”的发展路径，使企业快速膨胀。

在土地市场上，绿城习惯高价拿地，其出手
之豪阔，一度令同行瞠目。 绿城不断拿地之时，

正是市场趋于“白热化”、调控重手逐渐“出招”。
在资金市场上， 绿城是借款大户。 在这

一轮房地产调控中， 房地产信托融资成为不
少房企的 “救命稻草”。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
数据， 2010年投向房地产的新增信托资金累
计超过2800亿元， 今年上半年新增信托资金
累计达2077.66亿元。

专家分析， 一旦调控降临， 需求和资金
持续收紧， 企业的问题便会加快暴露， 离危
机也就不远。 这一轮以 “限购”、 “限贷” 等
政策为核心的 “最严调控” 中， 全面收紧了
房企需求端和融资端， 让高度依赖高杠杆和
炒房客的绿城顿时受困。

调控持续没有悬念
房企理性发展防“栽跟斗”

数据显示， 一些热点城市的房价已连续数
月出现环比增幅为零， 房价的松动迹象正从一
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蔓延，中小房企加快项目、
股权的转让，大型房价打折逐渐增多。

杭州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认为 ， 本轮
调控目标就是引导市场理性回归 ， 不能再
介入到一个疯狂的行业当中 ， 即使是龙头
企业 ， 不注重理性发展 ， 也会 “栽跟斗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
淮日前表示 ， 没有一个行业能够只靠不断
涨价来实现盈利 ， 楼市也不能例外 。 一些
业内人士也表示 ， 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下 ，
没有只赚不赔的行业 ， 对此开发商和投资
者都要有足够的理性 。 绿城的教训 ， 应该
让所有开发商和投资客引以为戒 。 这也同
时表明 ，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面临一次大
的洗牌， 房地产业将会逐步回归理性。

（据新华社杭州11月16日电）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预算法修正案（草案）

政府全部收支都要纳入预算
决定建立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

“绿城之伤”打破房地产只涨不跌的“神话”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记者 于文静
何宗渝） 国务院新闻办16日发表 《中国农村扶
贫开发的新进展》 白皮书， 全面介绍了近十年
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的进展。

白皮书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
政府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农村扶
贫开发，使扶贫减贫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白皮书强调， 当前， 制约中国贫困地区发
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 诸如扶贫对象规模
大、 相对贫困问题凸显、 返贫现象时有发生、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扶贫开
发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 中国政府将坚持科学发展观， 把
扶贫开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全面实施 《中
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把巩
固温饱成果、 加快脱贫致富、 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发展能力、 缩小发展差距作为新的政策目
标， 大力推进扶贫开发事业的深入发展。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记者 孙奕 曹
欣阳） 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16日表示， 中方相
信俄罗斯、 美国将为推进东亚合作发挥建设性
作用。 希望两国支持东亚峰会坚持战略论坛定
位、 现行合作原则和东盟主导地位。

刘为民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今年，
俄罗斯和美国正式加入东亚峰会， 中方对此表
示欢迎。中国是最早欢迎俄美加入的国家之一。

第六届东亚峰会将于19日在印度尼西亚巴
厘岛举行， 美国和俄罗斯今年首次成为东亚峰
会成员国。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
的新进展》白皮书发表

外交部发言人：
欢迎俄美加入东亚峰会

神八今晚回家

据新华社深圳11月16日电 （记者 吴俊
周润健） 我国首台实测性能超千万亿次的超级
计算机曙光 “星云” 16日在国家超级计算深圳
中心正式全面开通运行。 该中心投入运行后，
能大大缓解华南乃至东南亚地区高性能计算能
力紧张的局面， 在新能源开发、 新材料研制、
自然灾害预警分析、 气象预报、 地质勘探、 工
业仿真模拟等众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星云”完全实现国内自主研发。 其系统峰
值为每秒3000万亿次， 实测最大浮点性能每秒
1271万亿次，是我国第一台、世界第三台实测双
精度浮点计算超过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相
当于20万台个人电脑运算能力的总和。目前“星
云”排名为世界第四。 此外，“星云”还是绿色超
级计算机，每瓦能耗实测性能4.8亿次。

“星云”在深圳开通运营
实测性能超千万亿次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记者 崔清
新） 记者16日从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获
悉，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将于11月18日公
布， 全国合格分数线为360分。

司法部介绍 ， 应试人员达到合格分数线
的， 自2011年12月16日起15日内， 向报名地司
法行政机关提出授予法律职业资格、 颁发 《法
律职业资格证书》 申请， 并提交有关材料。

国家司法考试成绩18日公布

16日9时40分许， 甘肃省正宁县榆林子镇西街道班门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大翻斗
运煤货车与一辆幼儿园接送校车迎面相撞， 造成19人死亡， 其中两名成人。 新华社发

甘肃超载校车发生重大事故

新华社内蒙古四子王旗11月16日电 正
在太空巡游的神舟八号飞船按计划将于17日
19时许在内蒙古中部预定区域着陆。 记者从
主着陆场区指挥部了解到， 目前主着陆场区
准备就绪， 天气气象条件符合飞船返回。

与神舟七号相比， 神舟八号在轨运行时
间长， 着陆区域进一步扩大， 夜间返回搜索
回收难度明显增加。 同时， 还首次增加了中
德合作开展的通用生物培养有效载荷的回收
处置任务， 这些技术状态变化都对主着陆场
区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确保返回舱回收的万
无一失， 从10月初开始， 主着陆场区前置雷
达站、 地面测控站、 气象站等人员陆续进场
展开工作， 他们通过跟踪卫星、 空间站等手
段， 将设备调整到了最佳状态； 空中搜索分
队和地面处置分队按照返回舱不同着陆区域
和状态等情况， 先后进行了7次空地搜索回
收模拟演练， 熟练掌握了飞船返回舱夜间搜
索和处置回收的各种技能， 并建立了多种应
急回收预案。

记者还了解到，17日飞船回收当天 “窗
口”时间，小雪，无雷暴、沙尘暴等恶劣天气，
地面风力4-6米/秒，满足飞船着陆气象条件。

房地产巨头缘何深陷“高负债”泥潭

图为绿城在位于上海黄浦区外滩开发的 “黄浦湾公寓”， 均价每平方米十万左右
（11月15日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兰州11月16日电 据甘肃
省政府消息， 16日9时40分许， 甘肃省
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一大翻斗运煤
货车与当地幼儿园接送车迎面相撞 ，
造成19人死亡， 其中两名成人。

9时 40分许 ， 甘肃省庆阳市正宁
县榆林子镇西街道班门口发生一起交
通事故 ， 一辆车号为陕D-72231的大
翻斗运煤货车与一辆榆林子镇幼儿园
接送校车迎面相撞 ， 校车司机与 4名
幼儿当场死亡 ， 多名幼儿重伤 。 11时
50分 ， 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人员上升
至 19人 。 其他受伤人员正在 接 受 救
治。

据介绍， 发生事故的校车核载9人，
实载64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针对16
日上午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
小博士幼儿园接送幼儿车辆发生交通
事故，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情况， 教育
部当日发出紧急通知 ， 要求各地教育
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 ， 立即开展对中
小学生和幼儿上下学乘车安全情况的
排查。

■超载55人， 已造成19人死亡
■教育部：立即对校车开展安全排查

仍掌握冲击前3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