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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根据中国政府
网17日刊载的 《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
作安排》， 今年各级政府将重点推进财政预
算决算、 “三公” 经费和行政经费、 保障性
住房、 食品安全、 环境保护、 征地拆迁、 价
格和收费等信息公开。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工作安排》 要求
公开财政部批复的全部预算表格并细化公开
到款级科目， 其中有关教育、 医疗卫生、 社

会保障和就业、 农林水事务、 住房保障等支
出要细化公开到项级科目。

根据《工作安排》，除少数按有关保密规
定不宜公开部门预算决算的单位外， 其他尚
未公开预算决算的中央部门， 要加快公开步
伐；已经公开的，要进一步细化公开内容。 各
省（区、市）政府要推进省级政府部门公开部
门预算和决算，并扩大范围，细化内容。

在推进 “三公” 经费和行政经费公开方

面 ， 《工作安排 》 要求中央部门细化 “三
公” 经费的解释说明， 公开车辆购置数量及
保有量、 因公出国 （境） 团组数量及人数、
公务接待有关情况等。 各省 （区、 市） 政府
要制订 “三公” 经费公开时间表， 争取在两
年左右的时间内 ， 实现省级政府全面公开
“三公” 经费。

《工作安排》 要求向社会公布年度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计划 、 项目开工和竣工情

况， 以及项目名称、 建设地址和建设总套数
等信息， 全面公开分配政策、 分配程序、 分
配房源、 分配对象、 分配过程、 分配结果、
退出情况等信息， 确保分配工作公开透明。

在征地拆迁信息公开方面 ， 《工作安
排》 明确征地征收补偿方案报批前要严格履
行公告、 告知、 论证、 听取意见等程序， 进
一步扩大社会公众对征地拆迁工作的参与，
提高工作透明度。

国办公布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

省级政府“三公”经费两年左右全面公开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

磊1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正就3艘中
国渔船被抓扣一事与朝鲜方面保持密切沟通。

有记者问： 据报道， 3艘中国渔船近日被
朝鲜方面抓扣， 请介绍有关情况。

洪磊说，中方正通过有关渠道与朝方保持密
切沟通，争取有关问题尽早得到妥善解决。“中方
要求朝方确保中国船员安全与合法权益。”

望菲方发出清晰一致信息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洪磊17日表示， 希望菲律宾方面在外交解决黄
岩岛事件方面发出清晰、 一致的信息， 以利于
中菲双方进行严肃认真的对话。

洪磊是在当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上
述表示的。他说：“中国政府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同
时我们坚持通过外交协商妥善处理当前事态。”

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16日称， 希望菲
律宾民众团结一致，守卫国土，也希望菲中领土
争端尽早得到解决，菲中关系重回正轨。对此，
洪磊表示，中方注意到相关讲话，同时也注意到
菲方关于维护双边关系的一些积极表态。“希望
菲方在外交解决方面能够发出清晰、 一致的信
息，以利于双方进行严肃认真的对话。”

针对菲律宾渔业与水产部门16日宣称从即
日起在部分海域实施为期2个月的休渔令一事，
洪磊表示，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为保护海
洋生态， 中国政府多年前就已开始在有关海域
实施伏季休渔制度。

反对欧盟在国际航空领域
采取单边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洪磊17日说， 中方反对欧盟在国际航空领域采
取单边措施， 认为国际航空排放问题必须在多
边框架下通过充分协商找到解决办法。

据报道，欧盟气候行动委员赫泽高15日称，
除8家中国和2家印度航空公司外， 全球约1200
家进出欧盟的航空公司均已同意满足欧方要
求，提交碳排放数据。欧盟已要求上述10家尚未
参与欧盟航空业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公司6月中
旬前提交数据，否则可能面临欧盟成员国制裁。

洪磊对此表示， 欧方就国际航空排放问题
实施单边措施， 已引起广大非欧盟国家的严重
不满。 中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坚定
的。 中方已于今年2月发布指令， 禁止境内航
空公司加入欧盟航空排放交易体系。

外交部发言人：

3艘中国渔船被抓扣
我与朝方保持密切沟通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环境保护部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和水利部17日
联 合 发 布 的 《重 点 流 域 水 污 染 防 治 规 划
（2011-2015年）》 明确要求， 到2015年， 重点
流域总体水质由中度污染改善到轻度污染， Ⅰ
至Ⅲ类水质断面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 劣Ⅴ类
水质断面比例降低8个百分点。

在总量控制上， 《规划》 提出到2015年，
重点流域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入河总量持续
削减 ， 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较 2010年削减
9.7%； 氨氮排放总量削减11.3%。

水利部水资源司副司长于琪洋表示， 根据
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 力争到
2015年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提高到60%以上， 到2020年基本建成水资源保
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

2015年重点流域总体水质
改善至轻度污染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中
国人民银行获悉， 央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日前
联合印发 《关于在浙江省丽水市开展农村金融
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决定在浙江省丽水市
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 并同意实施 《丽
水市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总体方案》。

《通知》指出，通过实施农村金融改革创新，
将在浙江丽水率先完善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
务完善、运行安全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快建
立一个多层次、低成本、广覆盖、适度竞争、商业
运作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根据通知， 试点将加快发展村镇银行、 小
额贷款公司、 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兴农村金融
机构或组织， 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和民间资金
进入金融领域， 鼓励建立社区银行、 融资租赁
公司等各类中小型金融机构。

丽水启动全国首家
农村金融改革试点

5月17日，娄底籍旅日侨领段跃中来长沙参
加第七届中部博览会。 本报记者 曹辉 摄

远赴东瀛20余年 ， 段跃中湘音未改 。 5
月16日晚上 ， 54岁的旅日侨领段跃中刚刚
从日本飞抵长沙 ， 便接受湖南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为其颁发的名誉理事证书 。 17日上
午 ， 他又马不停蹄出席了世界华商领袖峰
会， 下午参加了娄底市招商引资签约仪式 。
接受记者采访时， 段跃中湖南话脱口而出 ，
湘情、 湘韵充盈在浓浓的乡音里。 从湘中娄
底的懵懂少年，到中青报记者、编辑 ；从负笈
远行的离乡游子 ， 到日本侨报出版社总编
辑、日本湖南人会会长。 20多年间，段跃中像
一只勤奋的候鸟 ，活跃中日山水间 ，为两国
友好牵线搭桥，为精彩湖南推介不遗余力。

5月6日， 长沙中日文艺爱好者协会创办
的长沙日语角， 在橘洲公园正式启动。 作为
日本湖南人会会长的段跃中闻讯电贺： 长沙
日语角的诞生， 标志着家乡的青年朋友在中
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迈出了崭新一步， 期待
长沙日语角办好， 办出特色， 办成湖南乃至
中国对日民间交流的著名品牌。

5年前 ， 由日本侨报社创办的日本首个
汉语角在东京西池袋公园诞生， 此后风雨无

阻地开展了200多次交流活动 ， 到目前为止
参加交流活动的人数已近万人次， 汉语角已
经成为了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段跃中， 1958年出生在冷水江。 1991年，
33岁的他辞去中国青年报记者工作， 跟随先
期来日的太太赴日留学 。 初次踏入异国他
乡 ， 段跃中日语一窍不通 ， 对日本也很陌
生、 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铝制焖饭锅、 一本
《日中辞典》 和在中行兑换的8000日圆。

在日生活21年间， 段跃中先后辗转于三
所大学， 并在新泻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1996
年 4月 ， 白手起家的段跃中独自创业建立
《日本侨报》。 1999年创设的日本侨报出版社，
以 “面向主流社会 ， 服务中日交流 ” 为宗
旨， 已经出版各种书籍220多种。

“扶桑同胞事 ， 神州家乡情 ”。 段跃中
虽人在异乡， 但对家乡始终牵挂在心。 2009
年5月， 著名日中友好人士石川好访问湖南
时， 愉快地接受了撰写湖南与日本交流历史
的任务 。 回到日本后 ， 石川好经过调查采
访， 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书稿， 并交由日本
侨报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了许多鲜为人知

的湖南人与日本人交流的故事， 充分再现了
20世纪初期湖南与日本交流的盛况。 日本前
首相村山富市在推荐该书时指出， 这是一部
在了解湖南和日本的交流史方面极其重要的
著作， 并期待以本书出版为契机， 中日友好
关系能够得到进一步加深。 书稿日文版面世
后， 段跃中立即组织日本湖南人会部分会员
着手翻译， 经过共同努力， 《湖南省与日本
的交流素描》 中文版得以在2010年11月出版。

负笈东瀛写春秋 ！ 回眸在日奋斗历程 ，
段跃中连称不易 。 “‘路漫漫其修远兮 ， 吾
将上下而求索’， 我们将利用日本侨报优势，
广泛活跃于日本社会， 构筑中日友谊的宝贵
桥梁， 打造中日友好的坚实阵地。”

今年， 日本湖南人会将迎来3周岁生日，
一系列纪念交流活动也将随之展开。 5月6日
晚在东京举行的日本湖南人会2012初夏交流
会上， 段跃中介绍说 ， 为纪念成立三周年 ，
日本湖南人会除推出第一本全面介绍湖南人
经济活动和成果的日文版书籍 《湖南商人 》
外， 还将举行欢迎中国湘商访日团交流会 、
访问中国驻日大使馆等系列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解
放军招生办公室了解到， 2012年40所军事院校
计划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1.5万余人、 从现役
士兵中招生近6000人， 86所签约高校计划招收
国防生8000余人， 总数近3万。

今年军事院校和国防生
计划招生近3万人

到4月底止， 嘉绍跨海大桥已累计完成投资50.5亿元， 总体施工进度达到79%。 目前， 全桥下部结构已全面完工， 预计全桥年底贯
通。 嘉绍跨海大桥于2008年底动工， 是继杭州湾跨海大桥之后杭州湾上第二座跨海大桥， 总投资约139亿元。 嘉绍跨海大桥建成后， 浙
江绍兴到上海的车程将缩短近一半。 图为5月17日， 施工人员在操作架桥机进行预制箱梁的架设。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巴黎5月16日电 法国总统府16
日晚公布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新内阁由
34名成员组成， 其中17名为女性。

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任命其竞选政策顾
问艾罗为政府总理并负责组阁。 内阁组成基
本以奥朗德的竞选团队为班底， 社会党中有
担任部长经验的元老被委以重任， 选举前与
社会党结盟的绿党也获得进入内阁的机会。

里皮团队世界级
在签约发布会上， 里皮说， “我和恒

大俱乐部在10个月前开始接触。 在接触过
程中， 我对执教恒大有了强烈的愿望。 最
近几个月， 我一直关注恒大的比赛， 包括
中超和亚冠。 今天我正式与恒大签约， 合
同截止日期是2014年11月。”

对于自己的前任李章洙， 里皮给予高
度评价： “感谢李章洙带领球队取得了好
成绩， 我将继续带领这支队伍前进。 我承
诺以最大的热情、 最专业的知识承担起这
份工作， 将意大利的先进理念带到中国。”

发布会上， 除了前往韩国观看东京FC
队与蔚山现代队的亚冠联赛的助教波泽蒂
没有赶回广州外， 里皮教练团队中的另外
3人与他一起亮相 ， 其中包括46岁的第二
助理教练马达洛尼， 64岁的体能教练高迪
诺， 以及守门员教练兰普拉。

里皮介绍 ， 他们3人都曾在意大利尤
文图斯队负责过训练工作， 其中马达洛尼
曾是尤文图斯青年队的主帅， 高迪诺则曾
作为国家队成员参加了德国世界杯， 而兰
普拉曾是尤文图斯队替补门将， 退役后在
尤文图斯队负责青训工作。

里皮带来的整个团队是明星级的， 虽
然发布会上双方都没有公开薪水的具体数
额， 但是里皮对于传说中的1000万欧元的
年薪并没有否认， 他高兴地表示， “对这
份合同我非常满意， 我现在就希望早点到
续约的那一天。”

将引进更多大牌
6月份 ， 欧洲足球市场的转会大门就

将开启， 中超的二次转会窗口也将打开 。
而恒大在里皮到来之后， 是否会再出大手
笔引进外援令人关注。

对 于 目 前 的 这 支 球 队 ， 里 皮 说 ，
“现在队中所有的球员我都认识 ， 不过 ，
我只认识号码 ， 叫不出名字 。 ” 对于本
赛 季 的 目 标 ， 里 皮 表 示 首 先 是 中 超 卫
冕 ， 然 后 在 亚 冠 中 尽 量 争 取 更 好 的 成
绩 。 谈到引援 ， 里皮表示 ， “我先要了
解球队需要什么 ， 才能知道哪些球员会
留下来 ， 哪些球员会走 。 ” 许家印也表
示 ， 恒大集团和俱乐部将全力支持主教
练的决定 。

目前， 恒大的外援人数已经超额， 新
引进的巴里奥斯是里皮钦点的 ， 而孔卡 、
克莱奥、 穆里奇和保隆之中很可能有人要
被 “清洗”， 其中保隆和克莱奥最为危险。
孔卡看似地位稳固 ， 但最近由于禁赛风
波， 以及态度不够端正， 他的位置其实并
不保险。

据悉， 此次恒大重金请来里皮， 其实
还有自己的另一层打算， 那就是靠大满贯
教头的名气， 为俱乐部吸引真正世界级的
大牌球星。 “在此之前， 恒大曾经跟欧洲
一些大牌球星有过接触， 但对方一打听球
队的教练是个韩国人， 就直接回绝了。 作
为大满贯教头， 里皮的号召力绝非一般人
所能比拟的。” 恒大在二次转会除已经确
认将引进巴里奥斯外， 或许还将迎来更加
耀眼的球星。

首训被 “浇冷水”
17日下午， 里皮与恒大将士召开了第

一次队会， 随后全队前往佛山足球训练基
地， 开始换帅后的第一堂训练课。

在200多名球迷和媒体记者的注视中，
已经换上恒大新训练服的里皮缓步走进球
场， 频频冲着镜头挥手示意。 但在随后的
训练中， 他就变得一丝不苟起来。 一名助
理教练带领全队一起慢跑， 另一名助理教
练则在场地的另一边用隔离桩和旗子将训
练场分割成小块 ， 准备接下来的分组训
练 。 天公不作美 ， 训练只进行了半个小
时， 一场大雨不期而至， 却并没有浇灭里
皮带队训练的热情。

5月20日 ， 里皮将率领恒大主场迎战
中超对手青岛中能队。 里皮透露， 他目前
的工作重心还是5月30日的亚冠淘汰赛。

17日下午，广州恒大俱乐部宣布正式与意大利传奇教练里皮签约两年半。 “我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就能够适
应中国足球的环境。 ”到达广州仅仅12个小时后，“银狐”就马不停蹄地赶到恒大佛山训练基地，开始了自己在中
国的第一堂训练课。

“银狐”驾临羊城
本报记者 苏原平

苏原平

蛰伏了8年之久的“银狐”里皮终于出山了，让
人惊异的是，这一次他执教的是广州恒大。

5月17日凌晨飞抵广州，里皮还没来得及倒
时差，就迅速与恒大签约，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佛
山训练基地， 冒着大雨开始了里氏的第一堂训
练课。 恒大从此步入世界级的2.0时代。

里皮的加盟，对于广州恒大，对于中国足球
都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 诚如恒大董事局主
席许家印所说的， 里皮以其世界顶级的人格魅
力， 将带给恒大世界顶级的足球理念和管理模
式，而这又将对中国足球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虽然李章洙刚刚率队以小组头名进入亚冠
16强，并重返中超榜首，但相对于里皮，李章洙
执教的恒大只能是亚洲级的1.0版本。 据说，自
从去年孔卡加盟之后， 李章洙的执教就显得力
不从心。从最近李章洙与孔卡的交恶来看，他的
执教经历与执教威望已无法“镇住”孔卡这样的
大牌，而过于依靠外援又让国内球员颇有微词。
可以说，1.0版本的李章洙已与硬件升级后的恒
大不相匹配了。

及时更新1.0版本的李章洙，为2.0时代的恒
大配置世界级名帅， 绝非许家印一时的心血来
潮，而是他“酝酿了很长时间的一步大棋”。里皮
在世界足坛的地位绝非国足主帅卡马乔所能比
拟，无论在俱乐部还是国家队，“银狐”早就证明
了自己的执教水平。他来恒大，更能“镇得住”孔
卡、穆里奇这样的大牌球员，也有利于恒大今后
吸引更多有实力的外援加盟。

然而，有了世界级的里皮，恒大又拿什么与
之相匹配呢？是本土球员，还是一味地重金购买
世界级外援， 让恒大成为脱离中国本土的世界
雇佣军乐园？

同是世界级的名帅， 希丁克能给俄罗斯带
来全新的国家队梯队体系， 里皮能否对中国足
球体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可以说，与里皮相匹
配的，应该是日趋成熟的联赛体制和青训模式，
而不是中国足球脆弱的根基。

拿什么与里皮匹配
场外任意球

图为意大利名帅里皮在新闻发布会上。
新华社发

男女各占一半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联合国叙利亚监督
团团长、 挪威少将罗伯特·穆德16日证实，一
批联合国观察员因前一天在北部一座村镇遭
遇路边炸弹袭击，当天从那里撤出。

这批观察员所乘车辆15日晚遭遇炸弹袭
击，所幸无人受伤，几名观察员当晚与叙利亚
反政府武装人员一同过夜。穆德说，几名观察
员打电话向他报平安。

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科菲·安南的发言
人艾哈迈德·法齐说，6名联合国观察员15日
遭遇炸弹袭击，当时恰巧碰到反政府武装“叙
利亚自由军”成员。 这6人乘坐的3辆车损毁。

联合国观察员遇袭撤离
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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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卫
生部获悉， 中央纪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组长李熙
日前在山东调研时强调， 要坚决查办卫生系统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李熙指出， 要严肃查处收受 “红包”、 回
扣、 乱收费等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严肃查处
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 工程建设招投标、 项目
合作等环节的商业贿赂案件， 严肃查处骗取新
农合基金、 医保资金的案件。

坚决查办收“红包”等腐败问题

本报记者 曹辉

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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