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蔡矜宜）在
北京时间26日凌晨进行的2013赛季欧
冠决赛中，拜仁慕尼黑队凭借罗本在最
后1分钟的绝杀， 以2比1战胜多特蒙德
队，4年3度闯入决赛的“德甲巨人”终于
在伦敦温布利球场圆了冠军梦。

比赛一开始，多特蒙德队全线出
击，与拜仁队展开对攻。本赛季很多
时候“无事可做”的拜仁队门将诺伊
尔今晚极为忙碌，在开场后的35分钟
里，他已经作出5次惊险扑救，挡出了
罗伊斯、莱万多夫斯基等人的刁钻射
门。上半场，双方门前险情不断，但比
分仍停留在0比0。

易边再战， 拜仁队率先打破僵
局，罗本助攻曼祖基奇打空门得手。8
分钟后，丹特禁区内犯规，多特蒙德
队京多安将点球打进， 扳平比分。终
场前1分钟， 浪费了两次单刀机会的
罗本， 在禁区内与里贝里完成一次
“接力”， 随后晃过魏登费勒巧射，完
成致命一击。

据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诱导多能干
细胞及其产生的功能细胞移植被认为是治
疗遗传病、 器官损伤以及帕金森等退行性疾
病的重要手段， 但目前该领域的瓶颈是对此
缺乏分子机理认识。 最近， 我国科学家发现
了一种新细胞生物学机制， 有望推动诱导多
能干细胞技术更快地应用到疾病治疗中。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
究员裴端卿、 郑辉的团队完成的这一研究成
果26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细
胞生物学》。

据介绍， 诱导多能干细胞过程可以将人
体内的普通细胞“逆转” 回到早期胚胎发育
状态， 从而重新获得分化成为体内绝大多数
种类细胞的能力， 建立该技术的科学家凭此
获得了2012年度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这
一细胞水平的“返老还童” 过程蕴藏着众多
生命奥秘， 但目前人们对其知之甚少。

我科学家发现
新细胞生物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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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5月25日电 庆祝非洲
统一组织成立50周年非盟特别峰会25日在埃塞俄
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习近平主席致贺词，向
非洲联盟、非洲国家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表示，50年前的今天， 非洲统一组织宣
告成立， 这是非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
事件。非洲统一组织有力推动了非洲人民反帝反殖、
反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 为推动非洲大陆实现政治
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进入新世纪，非洲联盟应运而
生，确立了推动实现非洲复兴这一新的历史重任。

习近平指出， 当前国际和非洲形势继续复杂变
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势头不断增强。非洲和平与
发展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相信， 非洲国家和人民必将以庆祝非洲统一组
织成立50周年为契机， 大力弘扬泛非主义精神，坚
持联合自强、团结合作，推动非洲复兴事业不断迈上
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在争取
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 在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征
程上， 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始终相互支持、 紧密合
作，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中方
愿继续深化同非盟及非洲次区域组织的合作， 支持
非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同非洲国家共
同努力，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为非
洲的和平、发展、繁荣、复兴作出积极贡献。

据新华社德国波茨坦5月26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26日参观了位于德国勃兰登
堡州的波茨坦会议旧址。

李克强抵达时， 受到勃兰登堡州州长
普拉策克的热烈欢迎。 波茨坦会议厅陈列
着相关实物和照片。 李克强详细听取了波

茨坦会议有关情况的介绍， 并观看了 《波
茨坦公告》 和 《开罗宣言》 珍版复印件。

参观结束后， 李克强冒着小雨向在场记

者发表讲话。李克强说，波茨坦会议旧址对世
界和中国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在
这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法西斯势力升起
正义的旗帜。 更重要的是向世界法西斯势力
发出了最后通牒。人们不会忘记，正是在向日
本法西斯发出最后通牒20天后，日本宣布接
受《波茨坦公告》并无条件投降，这不仅是中
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

李克强说， 作为一个中国人， 也作为
中国人民的代表， 我要特别强调， 《波茨
坦公告》 第八条明确指出： 《开罗宣言》
之条件必将实施。 而 《开罗宣言》 中明确
规定， 日本所窃取的中国之领土， 例如东
北、 台湾等岛屿归还中国。 这是用几千万
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 也是二战后世界和
平秩序的重要保证。 所有热爱和平的人，
都应该维护战后和平秩序， 不允许破坏、
否认这一战后的胜利果实。

李克强指出，历史是客观存在，也是一
面镜子，中国古语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
冠”。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开创未来。任何否
认或企图美化那段法西斯侵略历史的言行，
不仅中国人民不能答应，世界各国爱好和平
的正义力量都不能接受。中国愿同世界各国
爱好和平的人们携手，维护二战后确立的和
平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

据新华社柏林5月25日电 应德国总理
默克尔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当地时
间25日下午乘专机抵达柏林泰格尔军用机
场， 开始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

据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国务院近
日批转了发展改革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家发展改
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财税体制改革方
面《意见》部署了四项重点改革任务，其中
营改增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 按照完善促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
共财政体系和简化税制、正税清费的原则，
《意见》部署了以下财税体制改革任务：

———完善财政预算制度， 推动建立公
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完善财政
转移支付制度，减少、合并一批专项转移支

付项目，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
———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

围， 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
务业营改增试点， 择机将铁路运输和邮电
通信等行业纳入试点范围。 合理调整消费
税征收范围和税率， 将部分严重污染环境
的产品等纳入征税范围。 扩大个人住房房
产税改革试点范围。

———将资源税从价计征范围扩大到煤
炭等应税品目， 清理煤炭开采和销售中的
相关收费基金。

———建立健全覆盖全部国有企业的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 落实和

完善对成长型、科技型、外向型小微企业的
财税支持政策。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 营改增改革自
2012年试点以来成效显著，今年扩大试点，
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地区试点，自今
年8月1日起， 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
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适当
扩大部分现代服务业范围， 将广播影视作
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纳入试点。据测算，
2013年全部试点地区企业将减轻负担约
1200亿元。二是扩大行业试点，择机将铁路
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
力争“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

李克强参观波茨坦会议旧址时强调

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开创未来

5月 26日 ，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德国勃
兰登堡州参观
波茨坦会议旧
址 。 这是李克
强在参观后发
表讲话。

新华社发

习近平致词祝贺
非统成立50周年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根据国家海洋局网站
发布的消息， 2013年5月26日， 中国海监66、 26、
46船编队继续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对发现的
日方侵权船舶进行了监视取证和驱离。

中国海监驱离我钓鱼岛
领海内日方侵权船舶

今年财税体制改革“重头戏”———

据新华社巴黎5月25日电 法国内政部长瓦尔
斯和国防部长勒德里昂25日晚发表联合公报， 强
烈谴责恐怖分子当天在巴黎袭击一名正在执行反恐
巡逻任务军人的行径。

法国媒体25日报道说， 当天下午在巴黎市西
北部的拉德方斯商业区， 一名正在执行“警惕海盗
计划” 警戒巡逻任务的军人被一名男子用刀击伤喉
部， 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报道还说， 当时这名执行巡逻任务的军人身穿
军装， 袭击发生地为地下公交系统与商店区的过渡
区域。 实施袭击的男子成功逃脱。 警方正在根据现
场监控录像提供的信息， 追捕这名男子。

据新华社新德里5月26日电 印度中部恰蒂斯
加尔邦国大党领导人车队25日遭到纳萨尔派反政
府武装袭击， 包括该邦国大党主席在内的25人在
交火中死亡、 另有32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报道， 恰蒂斯加尔邦国大党成员在
杰格德尔布尔市举行集会后乘车离开时， 遭到约
250名纳萨尔派反政府武装分子的袭击， 25名死者
包括该邦国大党主席南德·库玛·帕特尔和该邦“反
纳萨尔运动” 领导人马享德拉·卡玛。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正在缅甸访问的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26日在新首都内比都会见总统吴登盛， 宣
布免除缅甸全部债务， 提供巨额经济援助。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同意通过增进经济、 政
治、 安全合作， 人员和文化交流， 为两国友谊奠定
新的基础。 共同社说， 双方互换相关免债和援助文
件， 涉及免除缅甸剩余1900亿日元 （18.8亿美元）
债务、 新增510亿日元 （5.05亿美元） 贷款， 以及
2013财年提供价值400亿日元 （3.96亿美元） 援
助。 新增贷款中有200亿日元 （1.98亿美元） 将用
于开发迪洛瓦经济特区。

营改增扩大地区、行业试点安倍见缅甸总统抛巨援

印国大党政要车队遇袭

法士兵闹市遭刺喉袭击

让细胞“返老还童”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蔡矜宜）在今天
进行的中甲联赛第11轮比赛中，尽管湖南湘
涛队主场以0比0战平广东日之泉队，但整场
比赛火药味浓厚， 董方卓与对方球员发生口
角，被主裁出示黄牌。

前10轮比赛，湘涛队位列积分榜第11位，
日之泉队则暂列次席，两队在中甲联赛历史交
手6次，湘涛队以2平4负处于绝对下风。

本场比赛似乎受到长沙闷热天气的影
响，双方球员火气都比较大。第71分钟，湘涛
队外援内托禁区内打门高出横梁， 错失破门
良机。第85分钟，原本胶着的场面变得更加
混乱，董方卓与日之泉队杨健发生口角，造成
两队球员互相推搡， 最后被主裁各出示一张
黄牌。 赛后湘涛主帅拜塞克表示，“球队下半
场创造了不少机会，虽然最终没能取胜，但面
对强队能守住1分，也比较满意。”

董方卓冲突“染黄”

湘涛日之泉互交白卷

罗本最后1分钟绝杀

拜仁圆梦温布利

比赛过程“辣”
2013赛季全国男子篮球联赛（NBL）揭

幕战5月26日在长沙打响， 长沙银行队主场
以91比98不敌卫冕冠军广州黑牛食品队。

双方在首节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尤其是
两队的外援，多次正面交锋，上演攻防大戏。
在全场球迷的助威下，长沙银行队首节以24
比20领先。 余下的比赛火药味更加浓烈，两
队球员多次发生肢体冲突，长沙队外援阿姆
斯特朗在第4节被判罚违体犯规。经过4节的
较量，长沙队最终以7分之差遗憾落败。

首秀输球，长沙队主帅朴明洙表情十分
凝重，“主场氛围非常热烈，球员也非常想赢
球，但大家太过紧张，最终没能达到预期目
标。” 对于在比赛攻守两端均展现一定实力
的外援阿姆斯特朗，他似乎并不满意，“阿姆
斯特朗与球队还存在磨合问题，希望在随后
的比赛能够进一步提升球队的默契度。”

主场氛围“辣”
比赛很“火爆”，中南林科大体艺馆的主

场氛围同样给力。4000人的场馆26日晚上
座率近9成，长沙队的每一次得分，都能引来
山呼海啸一般的喝彩声。来自省外的媒体惊
叹道，“长沙的篮球氛围居然这么‘辣’！”

2012年东莞柏宁篮球俱乐部刚刚迁入
湖南时，就迅速成为湖南篮球迷的“宝贝”。
2013年东莞柏宁又正式注册改名为湖南柏
宁篮球俱乐部， 并与长沙银行达成合作协
议，进一步融入湖南本土。

26日的比赛作为新赛季首秀，湖南柏宁
俱乐部非常重视，首揭幕战免费向球迷发送
门票。“是回馈，也是为新赛季开个好头。”俱
乐部总经理孙启开表示。

雪狼球迷协会组织了500余名球迷前
来助威，无论长沙队领先或落后，他们的助
威声始终响彻球馆。“比赛虽然输了，但我们
看得还是十分过瘾。 希望下个主场比赛，长
沙队能拿下赛季首胜。”协会会长罗宏超说。

NBL新赛季热辣揭幕
长沙银行队主场不敌卫冕冠军

本报记者 王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