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悉尼6月27日电 中国驻巴
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外交官曹军军27日
向新华社记者证实， 在侦办4名中国人遇
害案件中， 当地警方扣押并审问了8名案
发时正在出事面包店工作的当地员工。

巴布亚新几内亚 《国民报》 27日报
道， 当地警方抓获了4名嫌疑人。

曹军军说， 目前4名死者的遗体保
存在当地警方指定的殡仪馆内， 唯一幸
存的中国人王传江现情绪稳定。 目前，
已有5位遇难者家属抵达巴新， 其余8
位家属正在办理赴巴新手续。 抵达巴新
的遇难者家属得到了当地华侨团体的悉
心照顾， 安全和生活都有保障。

中国人巴新遇害后续
巴新警方扣押
8名当地员工

据新华社秦皇岛6月27日电中国足协各级
国家队总结和备战会议27日讨论了各级国家足
球队建设发展实施方案。该方案提出国家队力争
用10至15年时间在亚洲足坛处于领先地位。

该方案设定的总目标是形成科学国家队体
系，具体目标为：1、整体实力稳中有升。国家队力
争用10至15年的时间在亚洲足坛处于领先地位。
整体实力具备获得参加亚洲杯决赛阶段资格，获
得世界杯决赛阶段资格。2、 创新机制基本完成。
队委会管理体制、国家队训练参赛机制、复合型
保障团队、教练员选聘和运动员选拔标准逐步建
立健全。3、竞训模式基本固定。国家队备战集训
参赛标准和各项规章制度逐步完善形成。4、人才
储备厚度坚实。7级国家队培养选拔体系逐步完
善。5、技战术风格初见雏形。以我国民族文化特
征为引领，坚定不移地走技术整体型发展道路。

为实现上述目标， 方案提及了26条具体措
施，包括建立队委会组织管理体系、完善教练员
选任制度、坚持以实战训练为核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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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孟姣燕 王亮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27日在人民大会堂同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
会谈。 两国元首就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 加强在朝鲜半岛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
问题上的合作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习近平指出，中韩建交21年来，两国关系取
得了历史性进展， 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利益， 也为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稳
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方高度重视中韩关系，将
中韩关系放在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位置。当前，
中韩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从各自国家经
济发展到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复苏， 从处理地区
和国际热点问题到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中韩
两国都拥有重要共同利益， 怀有加强交流合作
的积极意愿。展望未来，我们对中韩关系发展充
满信心。中方愿同韩方一道，规划好两国关系长
远发展，全面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

习近平指出， 中韩关系发展应该遵循以
下基本精神： 一是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
和发展模式，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二是本
着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原则，全面深化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三是共同致力于推动朝
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四
是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协调和合
作，为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力量。

朴槿惠表示，韩中两国历史和文化相通。
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突飞猛进。当前，两国关
系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 韩方愿同中
方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分享梦想，共同发
展，携手促进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繁荣。

两国元首同意，加强交流合作，全面充实
和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关于朝鲜半岛局势，习近平强调，中方致
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
严肃和认真的。中方坚决维护半岛和地区和平
稳定， 反对任何一方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行
为，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方欢迎朴

槿惠总统提出的“半岛信任进程”构想，支持南
北改善关系，实现和解合作，最终实现自主和
平统一。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近来
半岛形势正朝着积极方向发生变化，希望有关
各方抓住机遇，一道努力，争取早日重启六方
会谈。中方愿同韩方加强沟通和协调。

朴槿惠介绍了对半岛局势的看法及有关
设想， 表示韩方致力于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

稳定，坚持半岛必须实现无核化的立场，赞同
通过六方会谈解决有关问题。 韩方赞赏中方
为促进半岛无核化、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发挥
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与合作，
为重启六方会谈创造条件。 韩方致力于在对
话和信任基础上改善南北关系， 为最终实现
半岛和平统一打下基础。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韩国总统朴槿

惠27日上午抵达北京，开始了今年2月就任总
统后首次中国之行。

朴槿惠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为期四天的访问中，习
近平等中国领导人将与朴槿惠举行会谈、会
见， 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交换意见。除北京外，朴槿惠还将到访
中国西部的陕西省西安市。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外交部长王毅27
日在北京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时
就南海问题回答了提问。

王毅说，中国在南沙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
和一贯的，为历届政府所坚持，得到中国人民
广泛支持，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我们将继
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权益。

王毅表示， 近年南海出现的一些事态，如
果注意其事实经纬， 都不是中方引发和造成
的。个别声索国在中国主张的岛礁上用舰船非
法坐滩并企图修建固定设施，并将双边争议单

方面提交国际仲裁，这些使事态复杂化、扩大
化的举动，不仅违背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精神，也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的
规定。对于这样的挑衅行为，中方理所当然要
作出必要的反应。

王毅强调，中方有足够的诚意和充分的耐
心，愿意按照DOC的规定，继续通过直接当事
方之间的对话谈判来妥善解决有关争议，维护
好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在争议得到解决之前，
我们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如果个别声
索国要选择对抗，将注定是没有出路的。如果

企图借助外力来强化自身缺乏正当性的主张，
则是徒劳之举，最终将被证明是一种得不偿失
的战略误判。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外交部长王毅
就制定《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回答了提问。

王毅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明确规定各
方将以协商一致方式朝着最终制定“准则”来
努力， 这是中国和东盟十国共同作出的承诺。
中方将继续遵守这一承诺。正确的路径应当是
全面落实好《宣言》，在此过程中以循序渐进的
方式稳步推进“准则”的商谈。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
言人杨宇军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有关军事
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奉劝日方多照镜子 少去抹黑别人
针对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概要中有关涉

华内容，杨宇军奉告日方：自己多照镜子，少去
抹黑别人；一味鼓吹对抗，终将损己害人；不去
反省历史，无法拥有未来。

在回答日本将在钓鱼岛附近与那国岛建
立军事基地问题时，杨宇军表示，近年来，日本
大力发展军备，加强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在与
邻国的主权争端问题上频频制造地区紧张局
势，这值得亚太各国高度警惕。

日媒最近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射程
在400-500公里的短程弹道导弹用于钓鱼岛
的防卫。杨宇军说，日本这种大力发展军备的
做法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其最终结果也必
将是徒劳的。

双重标准无益网络安全
针对媒体“棱镜门”事件的提问，杨宇军表

示，“棱镜门”事件正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
有关国家在网络安全方面的真实面目和虚伪
言行，这其中的是非曲直自有公论。

他说，网络安全是各国普遍面临的综合性
安全挑战， 维护网络安全是各国的共同责任。
一方面滥用信息技术优势谋求一己之私，另一

方面又对别国无端指责，这种双重标准的做法
无益于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全。

坚决反对菲方扩大军事存在
杨宇军说，1999年，菲律宾一艘军舰在仁

爱礁非法“坐滩”。中方持续与菲方进行严正交
涉，菲方承诺会撤走军舰，但是至今拒不付诸
行动。今年5月以来，菲方企图采取进一步行
动，加固其非法“坐滩”军舰，扩大军事存在。菲
方的行为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严重违背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

杨宇军表示，菲方必须兑现承诺，停止侵犯
中国主权的行为。 中方坚决反对菲方强化和扩
大军事存在的企图，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朴槿惠会谈时强调

全面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致力于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

6月27日，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在 北 京
人 民 大 会 堂
同 韩 国 总 统
朴 槿 惠 举 行
会 谈 。 会 谈
前 ， 习 近 平
在 人 民 大 会
堂 东 门 外 广
场 为 朴 槿 惠
访 华 举 行 欢
迎仪式。

新华社发

钓鱼岛问题钓鱼岛问题 国防部：奉劝日方多照镜子

王毅：选择对抗没有出路南海问题南海问题

重新夺得澳大利亚执政党工党党首
地位的陆克文，27日宣誓就任新一任澳大
利亚总理。 图为当日陆克文在堪培拉举行
的议会众议院会议上讲话。 新华社发

巴西队闯入决赛
一边是爆炸声，一边是欢呼声
由于不满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举办世界

杯、联合会杯，而在民生福利的各个领域投入不
足，巴西民众掀起了一场愈演愈烈的全国性抗议
活动，联合会杯、世界杯以及国际足联成为被抗
议的对象。

就在巴西和乌拉圭队的半决赛之前，赛场附
近再次发生大规模抗议和示威游行活动。上千名
游行者走上街头，有人甚至向警车投掷自制的燃
烧弹，巴西警方出动了1500名警察维持秩序。

虽然场外燃烧弹的爆炸声不断，巴西队并未
受太大影响。面对老对手乌拉圭队，年轻的巴西
球员踢出了一场坚韧的比赛。第41分钟，巴西队
弗雷德以一记凌空剪刀脚，率先破门。但在下半
场开场2分钟， 巴西队后卫线出现集体失误，乌
拉圭队卡瓦尼在混战中起脚劲射，将比分扳平。
第86分钟， 巴西队内马尔罚出一记落点精准的
角球，保利尼奥后点冲顶得分，绝杀乌拉圭！

巴西队主帅斯科拉里赛后豪情万丈，“这支年
轻球队正快速成长， 决赛不论碰上西班牙还是意
大利队，都将全力取胜。”

巴西队本次主场征战联合会杯尴尬万分，赛
场外的抗议声、爆炸声和赛场内的欢呼声交相呼
应。前段时间甚至传出，国际足联想要把明年的
世界杯举办权交给中国，不过巴西足协官员很快
否认了。

内马尔表现上佳
一边是赞美声，一边是质疑声
本届联合会杯即将进入尾声，如果问最为闪

耀的球员是哪位，巴西队内马尔首屈一指。如果
问是非最多的球员是哪位，同样非内马尔莫属。

联合会杯前正式加盟巴塞罗那俱乐部，内马
尔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联合会杯成为他登陆欧
洲前的汇报演出。

内马尔没有让人失望。3场小组赛， 他场场
有精彩进球，帮助巴西队锁定小组第一。半决赛
对阵乌拉圭队，虽然他未能得分，但巴西队的绝
杀球出自他的助攻。

俗话说，人红是非多，内马尔在本届杯赛同
样陷入质疑的漩涡中。身体单薄、心理不成熟、技
术能力有待考验，质疑内马尔的声音此起彼伏。
就在对阵乌拉圭队的半决赛中，内马尔做出了一
个比较夸张的假摔动作，连巴西解说员都无法接
受：“你是来踢球的，不是来演戏的。”

对于外界的批评，孤傲的内马尔反击道，“每
个人都可以说出任何想说的话，但是这不会伤害
到我。我最在乎的是帮助球队取胜，这才是最重
要的事情。”

“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就是内马尔。

北京时间6月27日凌晨， 虽然
赛场外抗议声、 爆炸声不断， 主场
作战的巴西队仍在联合会杯半决赛
中以2比1击败乌拉圭队， 率先闯入
决赛———

桑巴军团“逆势而上”
本报记者 王亮

国足:力争10至15年
处亚洲足坛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