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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乌克兰辛菲罗波尔
3月16日电 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
共和国决定自身地位的全民公决
投票于当地时间16日上午8时（北
京时间下午2时）正式开始，投票
将于当地时间当天晚8时结束。

全民公决的问题如下：一、是
否赞成克里米亚在享有俄罗斯联
邦主体权利的基础上与俄罗斯重
新合并？二、是否赞成恢复克里米

亚共和国1992年宪法并赞成克里
米亚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

选票用俄语、 乌克兰语和克
里米亚鞑靼语印制， 获得多数票
的问题将被认为是直接表达了克
里米亚居民的意愿。 按照规定，投
票率超过50%，公决结果才有效。

克里米亚共设立1200多个投
票站， 2400多名执法人员维持投
票秩序。 来自23个国家的135名观

察员以及克里米亚当地1240名观
察员将监督此次公决进程。

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全民公决
组委会主席马雷舍夫表示， 截至当
地时间15点， 已有63.97%、 97万以
上的选民完成公投， 克里米亚公投
投票率已过半， 此次全民公决的最
终结果可能在17日公布。 有民调显
示， 近80%的克里米亚人将投票赞
成入俄，15%赞成留在乌克兰。

据新华社联合国3月15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15日上
午就美国起草的乌克兰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由于俄
罗斯投了否决票，决议草案未获通过。中国投了弃权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在表决后的发言中说， 中国
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公正、客观的态度。我们将继续劝和
促谈，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发挥建设性作用。

刘结一说：“为此，我们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尽快
设立由有关各方组成的国际协调机制，探讨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途径；第二，各方在此期间均不采取进
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第三，国际金融机构应着手探
讨，并协助乌克兰维护经济和金融稳定。”

据新华社莫斯科3月15日电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
佩斯科夫15日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不会因乌克兰问
题爆发冷战，俄不希望加剧与西方国家的对立。

佩斯科夫当天在接受俄罗斯一家电视台采访时
说，俄方希望各国领导人能以足够的政治智慧和现实
主义意识，不因乌克兰问题加剧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
立。他说，尽管与西方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巨大
分歧，但俄方非常重视与各国保持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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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克里米亚半岛，气温不
高、时雨时晴。16日，决定克里米亚
地位的公决在这里举行。虽然克里
米亚人的选择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但一早开始的投票却平静有序。

7点多钟， 记者就来到辛菲罗
波尔市中心的一个投票站，一些市
民早早就来到门口静静地等候。三
名佩戴红袖章的年轻小伙子安静
地看着等待的人群，一名穿着裙子
的美丽女警站在投票站门口，另一
名警察站在门里。平静的场面让人
感到他们也许是多余。

将近8点的时候， 投票站里的
工作人员都已就位，桌子上摆放着
登记表和选票。观察员挂着蓝色的

标牌站在入口处和票箱旁。不一会
儿，投票站打开大门，人们排着队
有序地进入投票站，将护照交给工
作人员核实，签领选票，走进填票
间填写，然后郑重地投到票箱中。

90多岁高龄的米哈伊尔拄着拐
杖， 胸前佩戴着俄罗斯传统的乔治
丝带。投票后，他对记者说，他是俄罗
斯人，参加过卫国战争。“俄罗斯曾是
我的祖国，现在终于有望回家了。”

11点多， 天已放晴， 前来投
票的年轻人多了起来。 司机谢尔
盖说， 克里米亚迎来了春天， 这
个春天注定将载入克里米亚的史
册。
（据新华社乌克兰辛菲罗波尔电）

平静的选择

中国就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提3点建议

上图：3月16日，在乌克兰克里米亚辛菲罗波尔的一个投票站，一名妇女正在投票。
下图：3月9日， 在乌克兰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 人们参加亲俄罗斯集会。 新华社发

本报3月16日讯（记者 王亮）短道速滑世
锦赛今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 范可新在女子
500米决赛中收获一枚铜牌， 这是中国队自
2007年以来首次无缘该项目金牌。

女子500米比赛是中国队优势项目，王
濛曾经6次获得500米世锦赛冠军，2011年和
2012年，小将范可新两度登顶，与王濛一起统
治了500米。

但随着王濛在索契冬奥会前意外受伤，
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绝对实力有所影响。
本届世锦赛，王濛、李坚柔都没有报名，压力
落在了小将范可新身上。

决赛中，面对朴升智等高手，范可新经验
不足的缺点再次暴露出来。最后两圈，面对对
手的咄咄逼人，范可新乱了阵脚，最终只夺得
了第3名，冠军为韩国名将朴升智。

本报3月16日讯 （记者 王亮）2014赛季中
甲联赛首轮比赛中，湖南湘涛队客场2比1逆转
击败重庆力帆队，拿下开门红。为湘涛队进球的
是塞尔维亚外援尤万和“香港人”聂凌峰。

比赛中，主场作战的重庆队一直占据场上
优势，并在第8分钟率先破门。下半场，稳定防守
的湘涛队握住良机，尤万在第57分钟时打进一
粒点球，聂凌峰在77分钟再下一城，帮助湘涛队
实现逆转。

进球功臣前锋尤万来自塞尔维亚，前腰聂
凌峰是中德混血，由于拥有香港护照，属于内
援。备战阶段，湘涛队副总经理张旭曾表示，“虽
然只签下了3个外援，其实加上聂凌峰，我们也
是4外援。 ”这位特殊的“香港内援”也在首轮成
为了湘涛队的制胜“奇兵”。

下一轮， 湘涛队将在益阳奥体中心迎接
天津松江队的挑战，时间是3月23日15时。

是海峡组合，更是黄金组合
决赛中， 湘妹子彭帅与中国台北选

手谢淑薇以2比0击败布莱克/米尔扎，夺
得冠军。

因为一个来自大陆， 一个来自中国
台北， 彭帅和谢淑薇给大家的第一印象
是一对海峡组合， 而回到单纯的竞技层
面，两人更是网坛难得一见的黄金组合。

彭帅、谢淑薇两人十二三岁便相识，
并配对打球。不过在职业赛场上，两人到
2008年才结成搭档。

“海峡组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2008年的巴厘岛，两位姑娘首次出

征巡回赛便斩获冠军。 2009年，她们又
接连拿下悉尼、 罗马和中网三项赛事的
冠军，风头强劲。遗憾的是，由于伤病、赛
程安排以及奥运会等原因，两人在2010
年正式拆档。

好在三年之后，两人再续前缘，并一
发不可收拾起来：不仅在2013年拿下了
大满贯，今年夺得多哈站冠军后，又加冕
世界第一。成绩斐然的背后，还有两人神
奇的不败纪录。 从2008年开始，到刚刚
结束的巴黎银行公开赛，两人11次闯入
决赛，无一败绩。

而在2010到2013年间，两人都曾与
其他球员搭档， 却未能取得如此出色的
战绩。

谈到不断刷新的纪录， 彭帅十分淡
定：“我们现在是排名世界第一的组合，
但我们的感觉和之前是一样的。 我们不
会考虑创造纪录等场外的事情。 ”

是默契队友，更是亲密老友
彭帅与谢淑薇这对搭档为何能披荆

斩棘、不断刷新纪录，十几年友情累积起
来的信任和默契是最大的原因。

谢淑薇曾总结道：“我们的特点就是
前后场都能打，而且从小就认识，很早就
开始配， 不像其他人要配合很多次才会
有默契。 ”

彭帅与谢淑薇都出生于1986年，彭
帅只比谢淑薇小几天。 两人十二三岁便
在“ITF� Team”一起打球，很快便成为
好友，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两人在场上是
搭档，场下则是无话不说的好友。

因为彭帅单打成绩优于谢淑薇，后
者便会开玩笑说自己是彭帅的负担，“我
们可不是互补型，而是搭档背我走型。彭
帅在单打方面非常了不起， 希望她能够
背着我这个大包袱，继续合作下去。 ”对
于谢淑薇的“恭维”， 彭帅也会回应道，

“自己爬，我可不背。 ”
作为双打项目， 两人自然知道优异

的成绩缺一不可， 彼此的斗嘴彰显的则
是两人亲密的关系， 而这便是她们屡创
纪录秘密。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记者16日从公安部获悉，为
切实提升社会面动态管控和快速反应能力， 公安部日前
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进一步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大力加强社会面防控，实行武装巡逻、动中备勤，快速
反应、高效处置，最大限度挤压违法犯罪活动空间，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按照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将按照“创新立体化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总要求，本着“全面覆盖，突出重
点，以快制动，有效控制”的原则，探索建立动态社会环境
下的新型警务模式，着力形成动静结合、相互呼应、整体
联动的全时空巡逻防控网络。 进一步增强防控工作的针
对性、有效性和预见性，突出整体防控、重点管控，提高见
警率和管事率，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摆上街面，实行武装巡
逻、动中备勤的常态化。进一步健全应急指挥机制，完善
应急处突工作预案，做到快速反应、高效处置。对公然行
凶、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暴力犯罪分子，要依法采取坚决
果断措施及时处置。

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 各地公安机关紧密结合本地治
安实际，普遍启动了等级化巡逻防控机制，网格化科学布警，
组织公安特警屯警街面、动中备勤，与武警联勤武装巡逻，积
极开展群防群治，重点加强对各地车站、码头、机场、地铁、陆
路口岸、公交场站，以及学校、医院、公园、中心广场、繁华街
区、旅游景点、各大商圈等人员密集部位的防范控制，随时接
受群众报警求助，快速应对处置各类突发案事件。

据悉，全国两会后，北京市公安机关继续加强社会面
巡逻防控，在组织巡警、交警、派出所民警24小时不间断
巡控的基础上， 安排公安特警武装处突车全天候执行巡
逻防控任务，强力震慑打击街头违法犯罪活动。上海、哈
尔滨、长沙、广州、成都、昆明、乌鲁木齐、拉萨等地组织巡
特警强化重点地区、重点部位和重点时段的武装巡逻，强
化对社会面的动态控制和快速反应能力， 有效预防和打
击违法犯罪活动。

公安部：

对公然行凶暴力犯罪
采取坚决果断措施

3月16日巴黎银行公开赛女双决赛， 彭帅与谢淑薇搭档获得两人的第11
个冠军———

“海峡组合”金不换
本报记者 王亮

赛后， 彭帅 （左） /谢淑薇庆祝夺冠。 新华社发

力帆主场有头无尾
顽强湘涛奇兵制胜

花无百日红
短道速滑世锦赛获女子500米铜牌
中国队7年来首丢金

据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综合新华社记者报道：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失联进入第9天， 至今仍
下落不明。 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组长郭少春16日在吉隆
坡表示， 将敦促马方扩大并明确搜寻范围、 加大搜寻力
度。 马来西亚方面当天则宣布， 目前参与搜救的国家已
从14个增加到25个。

郭少春说， 工作组高度关注马来西亚政府15日宣布
的有关马航失联航班的最新信息， 已要求马方向中方提
供更为全面、 准确的情况， 将敦促马方根据新情况扩大
并明确搜寻范围、 加大搜寻力度。 目前， 国内派出的民
航方面专家已经抵达吉隆坡协助马方开展调查。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主任何建中介绍， 截至15日18时，
中方搜救力量已在疑似事发海域连续搜寻150余个小时，
累计搜寻89052平方公里， 累计扫测面积8441.3平方公里。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兼代理交通部长希沙姆丁在16日举行
的记者会上说， 目前参与搜救的国家已从14个增加到25个。

马警察总长哈立德·阿布·巴卡尔在同一场记者会上
说， 鉴于飞机失联与人为因素有关， 马方加强了对飞机
机组人员和乘客的调查。 警方正在吉隆坡机场的地面工
作人员中展开调查， 同时集中调查失联飞机的两名飞行
员， 包括检查从机长家中搜到的飞行模拟器。 他还说，
两名飞行员并未要求一同执飞这趟航班。

马民航局总监爱资哈尔丁则表示， 飞机向卫星发出
信号时有可能停留在陆地上。

马来西亚交通部16日发表声明说， 失联客机的搜救工
作仍然是由马来西亚主导的多国行动， 马官员正在和失联客
机最后与卫星失去联系的两个可能区域里的国家联系并向
它们求助， 这些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
吉斯斯坦、 土库曼斯坦、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印度、 中
国、 缅甸、 老挝、 越南、 泰国、 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等。

中方促马加大搜寻力度
参与搜救国家增至25个

■马航客机失联第9天

据新华社武汉3月16日电 湖北省黄石市政府16日晚
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发生在当日凌晨、造成4人死亡的黄
石二医院住院楼火灾起因系人为纵火，嫌疑人已落网。

据黄石市政府有关方面通报， 经公安机关现场勘察
和摸排侦查，已初步认定二医院住院部火灾系人为纵火。
警方现已抓获纵火嫌疑人。27岁的嫌疑人李某系湖北鄂
州人。经审查，李某承认了其在16日凌晨4时20分许在黄
石二医院住院楼纵火的事实。

3月16日凌晨4时20分许，黄石市二医院住院部发生火
灾，火灾持续约半小时，至凌晨4时50分被消防人员扑灭。

经消防和公安联合调查， 着火楼层为住院部一楼服务
大厅，过火面积约200平方米。火灾现场发现死亡1人，1名住
院病人避险跳楼经抢救无效死亡，2名病人转移后死亡。

湖北黄石医院发生火灾
致4人死亡，起因系人为纵火

关注乌克兰局势

克里米亚公投投票率已过半

据新华社首尔3月16日电 韩国国防部16日说，朝鲜
当天向东部海域发射了25枚火箭。

韩联社当天援引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消息说，自当
地时间18时20分起的约10分钟内，朝鲜从江原道元山一带
向东部海域连续发射10枚火箭， 此后又于20时03分起的5
分钟内发射8枚火箭，于21时28分起的4分钟内再次发射了
7枚火箭。据判断，此次发射的火箭射程约为70公里。

韩国国防部新闻官员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了这一消
息。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国军方已加强对朝监
视力度，维持万全的应对态势，同时敦促朝鲜立即停止进
一步的发射行为，避免紧张局势升级。

韩国称朝鲜发射25枚火箭

向东向西 今或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