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4日电 美国枪杀
黑人少年特雷翁·马丁的被告人乔治·齐默尔
曼被判无罪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呼
吁社会各界保持冷静， 并采取措施遏制枪支
暴力。

佛罗里达州一个陪审团13日深夜判定，齐
默尔曼的二级谋杀罪名不成立。对此，奥巴马
14日发表声明说，这一判决可能在民众中引发
强烈情绪反应， 他呼吁社会各界保持冷静，尊
重陪审团判决，并认真思考应如何遏制枪支暴
力、推动社会和解，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齐默尔曼被判无罪后，美国社会各界反响
强烈，不少人认为，此事不能就此结束。不少批
评者认为，这一法律助长了随意开枪的行为。

奥巴马呼吁各界保持冷静
美警察枪杀黑人少年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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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根据中国政府
网15日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3—2015年，
我国将年均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1000万
千瓦左右， 到2015年总装机容量达到3500
万千瓦以上。

《意见》 指出， 发展光伏产业对调整
能源结构、 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 在
全球光伏市场需求增速减缓、 产品出口阻
力增大、 光伏产业发展不协调等多重因素
作用下， 我国光伏企业普遍经营困难。 我
国光伏产业存在产能严重过剩、 市场无序
竞争， 产品市场过度依赖外需、 国内应用
市场开发不足， 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关键
技术装备和材料发展缓慢等突出问题， 光

伏产业发展面临严峻形势。
为规范和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

《意见》 要求加快企业兼并重组， 淘汰产品
质量差、 技术落后的生产企业， 培育一批
具有较强技术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龙
头企业。 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提高
多晶硅等原材料自给能力和光伏电池制造
技术水平， 显著降低光伏发电成本， 提高

光伏产业竞争力。 保持光伏产品在国际市
场的合理份额， 对外贸易和投融资合作取
得新进展。

《意见》 还就积极开拓光伏应用市场、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 规范产业
发展秩序、 完善并网管理和服务、 加强组
织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15日晨
从国防科工局获悉，14日1时许， 已成为我国
首个人造太阳系小行星的嫦娥二号卫星与地
球间距离突破5000万公里，再次刷新“中国
高度”。目前，卫星状态良好，正继续向更远的
深空飞行。

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计算， 预计嫦
娥二号最远将飞行到距地球约3亿公里处。

嫦娥二号是我国探月工程二期的先导
星，2010年10月1日发射， 已经超期服役2年
多。 自2012年12月13日飞越探测图塔蒂斯小
行星、成功实施再拓展试验以来，嫦娥二号进
行着中国航天器飞行距离最远的一次“太空
长征”，不断刷新“中国高度”：星地距离2013
年1月5日突破1000万公里，2月28日2000万
公里，4月11日3000万公里，5月24日4000万
公里，7月14日突破5000万公里。

今年下半年，探月工程将再启大幕。作为
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的第二
步，肩负“落月”任务的嫦娥三号卫星将实现
中国航天器首次在地外天体软着陆， 开展着
陆器悬停、避障、降落及月面巡视勘察。

相比嫦娥二号，嫦娥三号任务技术更新、
难度更大、风险更高。 各系统正全力以赴、密
切协作， 确保嫦娥三号任务工作高标准高质
量稳步推进。

埃及反对派领袖巴拉迪14日在总统府
宣誓，正式就任埃临时政府副总统。

同一天，美国国务院“二号人物”威廉·
伯恩斯访问埃及， 预计将与埃方举行高级
别会谈。

副总统就职
埃及反对派领袖巴拉迪14日在总统府

宣誓，正式就任埃临时政府副总统。
巴拉迪在宣誓仪式上承诺， 将全力维

护国家秩序，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保护
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民众利益。

据官方的中东社报道， 临时总理贝卜
拉维已着手新内阁的组建工作， 目前包括
外交部长在内的多个岗位人选已初步确
定，预计将在16日或17日最终完成。

美高官访埃
埃及局势动荡之际， 美国副国务卿伯

恩斯到访。 这是穆尔西下台后首名美国高

官访问埃及，动机引人关注。
美国对埃及军方解除穆尔西职务“深

感担忧”，却并不视其为政变，要求埃及当
局释放遭扣押的穆尔西。

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珍妮弗·普萨基说，
14日至16日访问期间，伯恩斯将“广泛会晤埃
方人员，包括临时政府和军方成员、政党代表
以及宗教、民间团体和商界领袖”。

普萨基说，“作为我们关注埃及过渡进程
努力的一部分”，伯恩斯将直接听取埃方领导
人和民间团体的声音，将与埃方讨论过渡“路
线图”以及“需要尽快建立民选政府，各政党
领导人需立即采取行动制止暴力”。

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伯恩斯将“强
调美国对埃及民众的支持，结束一切暴力，
过渡至民选政府”。

不过， 埃及另一大反对党光明党一名
高级成员15日说， 他们拒绝会晤伯恩斯的
邀请，原因是美国“不正当地干涉埃及内部
事务和政治”。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国 务 院
出台意见

嫦娥二号刷新“中国高度”突破5000万公里深空

埃及副总统宣誓就职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根据中国政府网15
日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通知，发布《芦山地震灾后
恢复重建总体规划》。《规划》明确用三年时间完成恢
复重建任务，使灾区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
得以恢复并超过震前水平，为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规划》 包括前言以及重建基础、 总体要求、
空间布局、 居民住房和城乡建设、 公共服务、 基础
设施、 特色产业、 生态家园、 政策措施等9章。

《规划》 范围为极重灾区和重灾区， 包括雅安
市芦山县、 雨城区、 天全县、 名山区、 荥经县、 宝
兴县等6个县 （区）， 以及成都市邛崃市的6个乡
镇， 共102个乡镇， 面积10706平方公里， 2012年
末总人口114.79万人。

芦山灾后重建规划出台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针对小型金

融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等相对不足， 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5日表示， 积极发
展与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相适应的小型
金融机构。

周小川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上说， 与
大型金融机构相比， 小型金融机构服务小
微企业具有信息、 成本等方面的优势。

“目前， 我国小型金融机构数量、 资
产规模等都相对不足， 部分地区小额贷款
公司和融资性担保机构业务发展一定程度

上偏离对小微企业的服务。” 周小川说。
他指出， 要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

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决策部署， 放宽
对民间资本设立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准
入。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建设，为小型金融机
构创造与大型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环境。

央行鼓励积极发展小型金融机构

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建设

美强调“结束一切暴力，过渡至民选政府”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7月14日电 叙利亚
政府军14日称在首都大马士革郊区朱巴尔区
发现一个反对派武装的化工厂， 内有大量用
于制作化学武器的有毒化学物质。

叙利亚通讯社当天援引不具名的官方人
士消息称， 叙政府军在朱巴尔区一个反对派
武装窝点附近发现一个制造并储存化学武器
的工厂，在工厂内发现并缴获大量化学物质，
以及一些贮存含氯物质的器皿和武器弹药。

叙利亚独立的新闻电视台当天也播出发
现该工厂的画面， 画面显示工厂内有一些据
称储存化学物质的塑料桶， 还有一些包括迫
击炮在内的武器。 该电视台称， 这些迫击炮
将在使用前被填入有毒化学物质。

叙利亚：
发现反对派化武工厂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由于涉嫌严重经济犯
罪， 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的部分高管被立案侦查，
引发广泛关注。15日， 葛兰素史克在其官网发表声
明，称将全力配合相关政府部门调查。

葛兰素史克在声明中说，“我们对本公司某些
员工及第三方机构因欺诈和不道德行为所面临的
严重指控，深表关切与失望。上述行为严重违背了
葛兰素史克全球的规章制度、管理流程、价值观和
标准。葛兰素史克对此类行为绝不姑息和容忍。”

声明还表示，葛兰素史克将全力配合相关政府
部门对最新披露的情况的调查，正重新审查与所有
第三方代理的合作，并立即停止使用本次调查所涉
旅行社的服务，同时全面检查所有与旅行社相关的
历史合作记录。

根据警方公布的信息，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的
部分高管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
等目的，向政府部门个别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
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目前，案件尚在进
一步侦办中。

将配合政府调查
葛兰素史克称

7月15日17时27分，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将实践十一号05星发
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实践十一号05星
主要用于开展空间科学与技术试验。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广州7月15日电 受台风“苏力” 外
围云系影响， 15日， 广东省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
暴雨到大暴雨， 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 灾情进一
步扩大， 100个乡镇超过45万人受灾， 其中3人死
亡2人失踪， 经济损失也在加重。 广州市也因暴雨
侵袭而出现城市内涝。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受近日持续降雨影
响， 陕西、 江西、 贵州出现不同程度的灾情。 “苏
力” 致江西省35万余人受灾。 陕西延安多处天然
气管线断裂。

记者15日分别从延安市政府和西安铁路局等
了解到， 从3日起一直持续的强降水过程给延安造
成多处天然气管线断裂、 旅客列车长时间停靠等
影响， 防汛形势严峻。

记者从江西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了解到， 15
日晚， “苏力” 对江西省的影响基本结束。 受“苏
力” 影响， 江西省已有35万余人受灾， 6000余人
被紧急转移， 有2人因灾死亡， 1人失踪。

记者从毕节市有关部门了解到， 贵州省毕节市
七星关区15日15时发生一起山体塌方事故， 6人被
埋。 目前， 事故现场搜救工作结束， 确认5人死亡，
8人受伤。

“苏力”袭来
粤赣80余万人受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