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针对近期
媒体关于房地产信贷政策将有所松动的
报道 ， 住房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18日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将积极配合金融部门 ， 继续严格执
行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这位发言人说 ， 住房城乡建设部注
意到， 人民银行 、 银监会已经分别澄清
了个别媒体关于房地产信贷政策将有所

松动的曲解报道 。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将
积极配合金融部门 ， 继续严格执行好差
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国家统计
局18日发布报告， 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
市中， 新建商品住宅 （不含保障性住房）
环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43个 ， 持平的有
21个， 上涨的有6个。

从数量上看， 5月份我国新建商品住

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6个 ， 比4月份
增加了3个， 但比3月份减少了2个； 从涨
幅看， 5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
的城市， 涨幅均未超过0.2%。

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变动情况看，
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 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55个，比4月份增加了9个；上涨的城市有15
个，涨幅均未超过1.4%。同比价格上涨的城市
中，涨幅比4月份回落的有14个。

据新华社 “向阳红09” 船6月18日
电 记者18日从 “蛟龙” 号7000米级海试
现场指挥部获悉， “蛟龙” 号18日出现
的主液压源油管泄漏故障已处理完毕 ，
计划北京时间19日5时进行7000米级海试
第二次下潜试验。

“蛟龙”号7000米级海试

故障已排除
今天再下潜

6月20日 02:45�英格兰VS乌克兰
法国VS瑞典
（时间为北京时间）

郁金香的凋零 ， 既是意料之中 ，
又在意料之外。

从欧洲杯第一场小组赛开始，橙衣
军团就已内讧不断。这不由让人想起南
非世界杯的法国队，也因内部矛盾的不
断激化，这支2006年世界杯亚军球队形
同一盘散沙，既无激情，又无斗志，倒在
了小组赛上。 同样是世界杯亚军，郁金
香的凋零，却比当年的法国人输得更彻
底，背着“零蛋”的耻辱回家，倒让人有
些意外。

有人说， 性格决定命运 。 荷兰人

天生性感浪漫， 英雄主义盛行， 骨子
里缺少德国人信奉的 “纪律、 效率”，
所以 “不内讧非荷兰”， 总在关键时刻
功败垂成。

荷兰人在国际大赛中收获寥寥，却
赢得“无冕之王”的美誉，在于他们为世
界贡献了“全攻全守”的战术革命。多少
年来，“全攻全守”的橙衣军团发动了一
次次动人心魄的“橙色风暴”，誓将进攻
和完美进行到底。 多少年来，“全攻全
守” 的郁金香掳获了多少代球迷的心，
吸引了多少球队争相效仿！

然而， 自范马尔维克入主后， 荷兰
队抛弃了荷兰足球 “全攻全守” 的精

髓， 投奔了 “功利足球”。 迷失了方向
的郁金香华丽不再， 在南非世界杯决赛
中被 “经典荷兰队” 西班牙人击溃。

本届欧洲杯 ， 荷兰人越滑越远 ，
虽然拥有英超 “金靴” 范佩西和德甲
最佳射手亨特拉尔， 也有状态正佳的
罗本、 范德法特等天才球员， 却已不
再具备全攻全守的能力！

看着C罗将荷兰脆弱的后防变成
葡萄牙人肆虐的草原，看着全攻全守的
西班牙如此“戏弄”全攻全守的背叛者，
除了悲怆，还有悲凉！

正如克鲁伊夫怒骂荷兰队数典忘
祖，郁金香凋零的是梦想，迷失的是方向。

本版责编 肖丽娟 李特南 蔡矜宜 责任校对 胡永龙 时事·体育15２０12年6月1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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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战平即出线
闷平法国队，首胜宿敌瑞典队，这

个开赛前被公认为“最弱”的英格兰队，
本届杯赛在不利形势下打出了不错的
开局。最后一轮小组赛，三狮军团战平
乌克兰队即可出线。

由于遭到禁赛，“小胖”鲁尼在英格
兰队的前两场小组赛中只能充当 “看
客”。本场比赛，鲁尼的归来无疑会给球
队的攻击力带来巨大提升。 乌克兰队却
传出头号球星舍普琴科膝盖受伤的消

息，能否参赛将成为未知数。失去“核弹
头”，乌克兰队的出线形势严峻。

与乌克兰队一战， 三狮军团需要提
防东道主因素， 波兰队已遭淘汰，“力保”
乌克兰队的声音愈加强烈， 这将成为英
格兰球员无形的障碍。 已有一个月没踢
比赛的鲁尼刚解禁便入首发， 他的表现
将直接影响英格兰队的成败。

法国距晋级一步之遥
法国队以2比0轻取乌克兰队后 ，

成为D组出线形势最为乐观的球队 。
本轮他们将迎战出线无望的瑞典队 ，
离晋级仅一步之遥。

在瑞英之战中， “北欧海盗” 由2
比1到2比3被逆转 ， 悲情地遭遇两连
败， 提前出局。 在欧洲俱乐部之间流
行着 “得伊布者得天下” 的说法， 但
本届杯赛， 尽管瑞典队拥有伊布 ,却由
于整体实力太弱， 最终难以取得好成
绩 。 相较之下 ， 法国队拥有本泽马 、
本阿尔法、 纳斯里和里贝里等众多球
星。 虽然瑞典队已经出局， 法国队仍
不敢懈怠， 主教练布兰科表示将排出
最强阵容。

鲁尼归来
本报记者 蔡矜宜

■场外任意球

凋零的是梦想
苏原平

小蔡
猜猜猜

荷兰没有“神话”
奇迹最终没有上演。
身陷死亡之组，不能成为荷兰队出局的

借口，3战皆墨的糟糕成绩分明是一张严厉
的“罚单”，向这支才华横溢的球队质问 ：你
们到底怎么了？相对于巴洛特利 ，荷兰人更
需要好好地“思考一下人生”。

本届欧洲杯开战前，荷兰队号称拥有欧
洲最强锋线 ，亨特拉尔 、范佩西分别是2011
至2012赛季德甲和英超的最佳射手， 吕克·
德容也位列本赛季荷甲射手榜的第二位。预
选赛中，荷兰队攻入37粒进球，傲视群雄。但
是3场小组赛后， 荷兰队在获得大把射门良
机的情况下，仅仅收获2粒进球。

看荷兰队的比赛，就好像是在欣赏一场
过人与远射比赛，亨特拉尔、范佩西 、罗本 、
范德法特等球员轮流上演“千里走单骑”，中
前场的配合少之又少。

斯内德的“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打比赛成

为朋友”，依然响在耳边 ，罗本又坦陈 “这支
球队有太多自以为是的大牌，要想保持世界
杯亚军时的团结气氛真的很难”。 没有凝聚
力，没有斗志，彼此抱怨，命运早已抛弃了荷
兰队。

C罗让质疑者闭嘴
橙衣军团想要留住最后一丝希望，必须

迈过葡萄牙队这只并不好惹的“拦路虎”，尤
其当这支球队拥有C罗这样的球员， 而这位
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改变比赛的球员还正好
心情不坏，荷兰队只能认栽。

比赛中， 急着打破进球荒的C罗将荷兰
队当成了发泄的对象，用两粒进球让所有嘲
讽他的人闭上了嘴巴。如果不是门柱，C罗或
将上演帽子戏法。

本场比赛梅开二度， 也让C罗创造了一
个纪录 。从2004年的欧洲杯开始 ，到2006年
世界杯 、2008年欧洲杯 、2010年世界杯以及
正在进行的2012年欧洲杯，C罗连续5届大赛
均有破门，纵览世界足球史 ，能做到这一点
的只有C罗一人。 从2004年欧洲杯的惊艳亮

相， 到成为当今世界的顶级球星，C罗的这8
年，注定成为世界足球史上的一道华丽的风
景线。

面对荷兰队的破釜沉舟，本场比赛堪称
惊心动魄。但对于C罗来说，本场比赛不单是

一场关键的胜利， 更是送给自己2岁儿子的
甜蜜礼物。6月17日是父亲节， 同时也是儿子
的生日。 攻入扳平的1球后，C罗含着右手拇
指，对着摄像机镜头吼道 ，“儿子 ，这个进球
送给你！”

荷兰有风车，有郁金香，但是没有“希腊神话”。 北京时间
6月18日凌晨，小组垫底的荷兰队没能像希腊队一样完成逆
袭，而是以1比2被葡萄牙队击败，带着3战皆墨的耻辱回家。
德国队则以2比1击败丹麦队，携手葡萄牙队晋级8强。

橙色凋零
本报记者 王亮

图 为 荷
兰 队 球 员 斯
内德 （右）在
赛 后 含 泪 向
观 众 致 意 。

新华社发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蔡矜宜）
NBA总决赛第3战今天进行，热火队主场
以91比85力克雷霆队，总比分2比1领先。

本场比赛 ，热火队 “三巨头 ”詹姆
斯、 韦德和波什合砍64分， 比雷霆队
“三少”杜兰特、威斯布鲁克和哈登总
得分超出11分。

比赛一开始， 雷霆队吸取前两场
开局不利的教训，比分一直咬得很紧，
半场结束时以46比47仅落后一分 。第
三节，热火队遭遇雷霆队猛击，一度落
后10分，此时杜兰特因4次犯规不得不
下场，给了热火队可乘之机，詹姆斯强
打得手并命中三分，热火队以领先2分

的优势将比赛带入末节。
第四节双方战至最后90秒时 ，热

火队仅领先1分，关键时刻 ，热火队坚
持打内线，波什两罚全中，杜兰特投篮
不中，詹姆斯两罚中一，韦德最后15.9
秒上演关键抢断 ， 助队锁定胜局 。最
终，热火队以91比85击败雷霆队。

NBA总决赛 热火2比1领先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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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墨西哥洛斯卡沃斯6月17日
电 国家主席胡锦涛17日在洛斯卡沃斯会见
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双方就中墨关系和二
十国集团洛斯卡沃斯峰会深入交换看法，达
成重要共识。

胡锦涛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复杂
变化背景下，中墨深化战略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中方愿同墨方一道，面向未来，推动两国
合作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一是增强互信，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
互理解和支持。二是加强科技、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社会发展、旅游等领域合作。三是加
强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 四是在联合国、二
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加强

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卡尔德龙表示， 墨中都是发展中国家，

希望双方扩大经贸等领域合作，加强执法合
作，共同打击毒品犯罪。墨西哥高度评价中
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的重要作用，愿
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

胡锦涛表示，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保持
复苏态势，但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依然
突出。中方希望二十国集团继续发扬同舟共
济、合作共赢精神，致力于保增长、促稳定、
促就业， 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动力。
中方赞赏墨方为筹备洛斯卡沃斯峰会所作
大量工作，愿同墨方共同努力，推动峰会取
得积极成果。

卡尔德龙表示，墨方重视中国在二十国
集团中的主张和作用， 希望同中方加强合
作，确保洛斯卡沃斯峰会在促进全球经济强
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
革等方面取得进展，共同维护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据新华社墨西哥洛斯卡沃斯6月17日
电 国家主席胡锦涛17日在洛斯卡沃斯会见
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

胡锦涛强调，发展问题是非洲当前面临
的紧迫课题。 中方一贯重视并支持非洲发
展， 支持非洲国家实施非洲发展新伙伴计
划， 并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向非方提供帮助，
重点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

发等领域合作。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
会议7月将在北京举行。 中方愿同非方共同
规划好今后合作，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
系进一步发展。

梅莱斯表示， 中国奉行尊重别国主权、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真诚支持和帮助非洲，
深受非洲国家欢迎。中国是非洲发展复兴进
程中的重要伙伴，非洲国家希望分享和借鉴
中国发展成功经验， 欢迎中国扩大对非投
资，加强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互利
合作，相信中国将为促进非洲和平、稳定、发
展发挥更大作用。 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
使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取得成
功，共创非中合作美好未来。

并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将继续保持对黄岩岛
海域的管辖和警戒。

据报道， 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16日称，由
于天气恶劣，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已于15日晚命令黄
岩岛附近海域菲方两艘公务船返回菲律宾海港。

洪磊对此表示，黄岩岛是中国领土，自菲方在
黄岩岛挑起事件以来，中方一直要求菲律宾撤出船
只。中方注意到，菲方两艘公务船已于16日凌晨撤
离黄岩岛。

在回应菲律宾外长日前指责中方没有履行将
船只撤出黄岩岛海域的承诺时，洪磊说，菲方所谓
“中方关于撤出船只”的承诺不知从何而来？中方希
望菲方约束言行，多做有利于发展两国关系的事。

外交部：

将继续保持对黄岩岛
的管辖和警戒

胡锦涛会见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希望二十国集团

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注入动力

新华社开罗6月18日电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穆兄会） 当地时间18日凌晨召开发布会， 宣
布其候选人穆尔西赢得总统选举。

穆兄会官员艾哈迈德在发布会上说， 根据
全国97.7%投票站的计票结果 ， 穆尔西共获得
1274.3万张选票。 其唯一竞争对手、 前总理沙
菲克获得1184.6万张选票。

埃及5月23日、24日举行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以来的首次总统选举，共有12名候选人参与角逐，
穆尔西和沙菲克顺利进入决胜轮。 决胜轮选举于
本月16日开始，17日结束。

穆尔西暂胜出

听取“ ”声一片选
埃及

据新华社巴黎6月18日电 法国内政部18日
凌晨公布国民议会选举最终计票结果， 左派社
会党及其外围政党在17日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最
终夺得314席，超过议会总议席半数，自1981年
以来首次获得国民议会绝对多数。

法国新内阁成员中包括总理艾罗在内的25
名政府部长均顺利当选。

社会党在赢得2011年参议院部分换届选
举、2012年总统选举和本次国民议会选举之后，
拥有了总统、总理、参众两院等现行所有政治体
制的权力，法国历史性地由左派全面执掌政权。

法国
左派全面掌权

据新华社雅典6月18日电 希腊内政部18日公
布了前一天议会选举的最终计票结果。 支持紧缩
措施的新民主党以29.66%的得票率获胜。

新民主党领导人萨马拉斯在获悉初步选举
结果后发表声明， 称这次选举是 “整个欧洲的
胜利”。 他号召所有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的政
党团结起来， 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 共同解决
债务危机。

新民主党获胜
希腊

统计局： 上月43个城市房价环比下降
继续严格执行住房信贷政策住建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