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羽毛球公开赛 湘妹子田卿折桂女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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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肖丽娟 李特南 蔡矜宜 责任校对 胡永龙 时事·体育 9２０12年11月26日 星期一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党的十
八大报告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
生深刻变化， 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
险挑战前所未有。”这是我们党科学把握
国际国内大势作出的正确判断， 是党的
十八大召开的大背景， 也是党的十八大
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现实依据。

从世情看，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
刻复杂变化，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
主题。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
继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各国
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
强， 世界力量对比有利于保持国际形

势总体稳定。另一方面，世界格局进入
深度调整期，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 保护主义抬
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
有所上升，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等领
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世界仍然
很不安宁。

从国情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
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
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
要矛盾没有变，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
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在工作
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与人民期待
还有不小差距，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

难和问题， 最突出的是发展中不平衡、
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资源
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
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民生领域一系列
突出问题尚待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的体制机制难题亟须破解。

从党情看，这些年来，我们党坚持
不懈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紧紧围绕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着力提高党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
学执政水平，党的建设为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和组织保障 。同
时，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
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与人民群众的

殷切期待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
平、 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
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大势， 我们面
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也面对前所未有
的挑战，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
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只要我们牢牢
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扎实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 就一定能乘风破浪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使我国发
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图文天下

11月25日， 京广高铁北京至郑州段转入按
运行图模拟运行试验阶段。 一个月后， 京广高
铁将全线打通。

京广高铁全长约2200公里、 是纵贯中国南
北的快速客运大通道。 目前， 京广高铁只剩京
郑段尚未开通。 待全线打通后， 北京至广州全
程缩短至8小时左右。

京广高铁北京至郑州段试运行

11月25日12时06分，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用 “长征四号丙” 运载火箭， 将 “遥感卫
星十六号” 发射升空并送入预定轨道。

“遥感卫星十六号”发射成功
图为驻港部队海军官兵在昂船洲军营举行交接仪式。 新华社发

解放军驻港部队第15次轮换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中
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
试公共科目笔试25日在全国31个考
区47个城市的987个考点同步开考。

今年共有120多个中央机关及
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考， 计划
招录2万余人 。 据统计 ， 本次考试
共有149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
查， 其中， 111.7万人报名确认参加
公共科目笔试 ， 比去年增加15%，
考录比例约为53比1。

2013年度国考110多万人参加

新华社重庆11月25日电 记者
25日从重庆市纪委获悉， 11月23日
重庆市委决定对北碚区原区委书记
雷政富立案调查后， 市纪委调查组

正深入开展工作， 调查结果将及时
公布。 对于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问
题， 一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决不
姑息。

雷政富案件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重庆市委:

据新华社贵阳11月25日电 记
者从贵州响水煤矿事故抢险救援指
挥部了解到， 25日下午， 救援人员
在煤矿巷道中又发现一名遇难者遗
体， 至此， 响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
增至20人。 目前， 国家安监总局工
作组正在现场指导事故救援和善后
等工作 ， 近100名救援人员正全力
搜救最后3名下落不明的矿工。

24日10时55分， 贵州盘南煤炭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响水煤矿发生一
起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事发时当班
作业28人。 截至目前， 事故已造成
20人死亡， 有5人获救， 还有3人下
落不明。 抢险人员原计划25日下午
可以完成搜救工作， 但由于井下情

况复杂， 工作量增大， 当晚救援工
作仍在紧张进行。

据新华社贵阳11月25日电 记
者从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了解到 ，
事故调查组已经成立 ， 4名相关责
任人被问责。

根据“11.24”煤矿事故救援指挥
部通报， 此次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是
一起责任事故， 响水煤矿属于煤与
瓦斯突出矿井， 存在综合防突措施
不到位的问题。经研究决定，责令贵
州盘江控股投资（集团）公司分管安
全的副总经理引咎辞职， 贵州盘南
煤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鲁红专 、
总经理伍超、总工程师赵庆平撤职，
待事故调查结束后再作处理。

■贵州响水煤矿事故后续

事故死亡人数增至20人
4名责任人被问责

据新华社达卡11月25日电 孟
加拉国首都达卡北部郊区一家制衣
厂24日夜间发生火灾， 截至目前已
造成100多人死亡。

当地消防局官员穆罕默德·马
布波25日上午告诉新华社记者， 消
防人员已在火灾现场发现103具遇
难者遗体。 他表示， 在清点工作结
束后， 死亡人数还可能继续上升。

另有媒体援引不同消息源报道
说 ， 消防人员已在现场发现121具
遇难者遗体。

当地警方官员齐亚·拉赫曼此
前告诉新华社记者， 起火点位于这
家8层制衣厂二层的棉花仓库 ， 火
势迅速蔓延到其他楼层。 当时有约
4000名工人在厂内， 约3000人迅速
逃出厂外， 不少惊慌失措的工人在
逃离时发生踩踏， 或是从不同楼层
跳下， 造成巨大伤亡 。 拉赫曼说 ，
在消防人员的努力下， 大批被困在
楼顶的工人已安全获救。

起火原因尚待调查， 警方猜测
可能由于电路短路引起的。

孟加拉国一制衣厂发生大火
逾百人遇难， 或因电路短路引起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蔡矜
宜） 在今天进行的新赛季CBA联
赛第一轮比赛中， 尽管麦迪砍下
全场最高的34分， 但福建队凭借
外援盖恩斯在最后1秒的三分球，
最终以95比92绝杀青岛队。

作为CBA到目前为止引进的
最大牌外援， 麦迪被青岛队寄予
厚望。34分、8个篮板和9次助攻的

准三双数据， 麦迪在加盟青岛队
的CBA首秀中表现近乎完美 。遗
憾的是终场前18秒， 麦迪持球进
攻遭福建队周启新断球， 未能上
演大逆转。

本场比赛堪称麦迪的“独秀”。
首节，青岛队上下表现兴奋，王刚
两度接麦迪妙传连续命中三分球。
进入第二节， 当麦迪下场休息时，

青岛队马上失去主心骨，陷入得分
荒，上半场结束时福建队以62比48
领先。易边再战，双方均采用双外
援全力一搏。麦迪连续得分，将分
差缩小到4分。比赛结束前18秒，双
方战成92比92。 麦迪持球组织进
攻， 没想到他在关键时刻出现失
误，被对手抢断。最终，盖恩斯压哨
三分球命中，“绝杀”青岛队。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蔡
矜宜） 2012年香港羽毛球公开赛
今天落幕 ， 中国队连续第2年包
揽全部5项冠军， 其中奥运冠军、
湘妹子田卿与搭档赵云蕾夺得女
双冠军。

5个项目中， 女单、 女双和混
双3项冠军都是在中国队的 “内
战” 中产生。 女单决赛中， 奥运

冠军李雪芮技高一筹， 战胜队友
王仪涵。 身兼女双、 混双的赵云
蕾则在3小时内两次站上了最高
领奖台， 她与田卿搭档以2比1战
胜队友于洋/王晓理， 首次称雄香
港赛女双项目； 稍作休息后， 赵
云蕾与情侣拍档张楠再次出场 ，
他们以更默契的配合战胜队友徐
晨/马晋。

男单决赛在16强中唯一的中
国选手谌龙与头号种子、 马来西
亚名将李宗伟之间展开 。 最终 ，
谌龙不负众望以2比0战胜对手 ，
首次问鼎该项赛事 。 男双决赛
中， 蔡赟/傅海峰以2比0击败马来
西亚名将古健杰/陈文宏， 为中国
队在本届公开赛完美收官。

麦迪CBA首秀堪称完美 青岛最后1秒遭“绝杀”

据新华社香港 11月 25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
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和装备自25
日凌晨开始进行轮换。这是驻港部
队进驻香港后第15次大规模轮换。

当日轮换进港的部队包括陆
军、海军和空军分队。在新围陆军

军营、昂船洲海军军营和石岗空军
军营，进出香港的部队先后进行了
简单而庄严的防务交接。整个轮换
行动井然有序。

轮换进港的官兵们表示，他们将
严格遵守基本法、驻军法和香港特区
的其他法律，忠实履行职责，为维护

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解放军驻港部队新闻发言人赵

东表示，轮换行动结束后，解放军驻
港部队在香港的员额和装备数量保
持不变。同时，今年服役期满的驻军
士兵已于近日退役，并离开香港返回
内地原籍。

十八大报告解读

为什么说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我国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

11月25日， 江苏泰州长江公路大桥正式开
通。 泰州长江公路大桥及其接线全长约62公里。
大桥位于长江江苏段的中部，连接京沪、沪陕和
沪蓉等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在长三角地区和江苏
省的高速公路网络中，起着重要的联络和辅助作
用。 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泰州长江公路大桥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