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俄罗斯国家杜
马（议会下院）20日投票批准了克里米亚入俄条
约， 并审议通过了规定其地位及边界等细节的
宪法草案。

俄国家杜马20日举行全体会议， 高票批准
了克里米亚入俄条约。条约规定，克里米亚和塞
瓦斯托波尔自18日起， 各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
俄罗斯。

当天的杜马会议还审议并最终通过了规定
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地位及边界等细节的
宪法草案，该文件21日将再经俄联邦委员会（议
会上院）审议，并需总统普京签署后正式生效。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乌克兰临时政府19日
说，正在制订从克里米亚撤军的方案。美国威胁
对俄采取进一步制裁，但总统贝拉克·奥巴马重
申，不会使用武力。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安德烈·
帕鲁比19日说，乌方正在制订一套方案，以便能
“迅速、有效地”从克里米亚撤出官兵及军属。

北约最近在俄罗斯邻国“舞枪弄棒”，但是
北约和美国已经表示， 无意因乌克兰危机与俄
罗斯爆发武装冲突。 美国总统奥巴马19日接受
一家美国电视台采访时重申这一立场。

新华社记者 杨依军 梁淋淋

三月的北京，春芽展新枝。 20日下午，美
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携76岁的母亲
玛丽安·罗宾逊和正休春假的两个女儿玛利
亚、萨莎如约而至，应邀抵京。

去年6月中美元首会晤期间， 在经奥巴
马总统转交的致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的
亲笔信中， 米歇尔祝愿彭丽媛访美愉快，并
期待着不久的将来携女儿们访华。

有关专家和学者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米歇尔此访是美国总统夫人首次应中
国国家主席夫人邀请访华，具有特殊意义。

“这是继去年中美元首庄园会晤后中美
交往的又一次创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副所长阮宗泽说，中美元首夫人外交对两国
来说都很新鲜，将调动两国民众加深彼此了
解与互动的热情。

2009年11月17日，奥巴马在参观故宫时
曾赞叹其雄伟壮丽，并说将带着女儿和妻子
再来。 米歇尔此行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履
约”。 在为期一周的中国之行中，她将先后到
访北京、西安和成都，行程安排丰富而紧凑。

按美方公布的日程，在北京，彭丽媛女士
将与米歇尔一同走访学校、参观故宫、共进晚
餐并观看演出。 米歇尔还将在北京大学发表演
讲，游览颐和园和长城。 在西安，米歇尔将参观
秦始皇陵兵马俑和古城墙。 在成都，米歇尔将
访问一所中学，并将到访大熊猫繁育基地。

阮宗泽说，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西安是
历史文化名城，成都是中国西部的“一颗明
珠”。 三个城市各有特点，米歇尔在三地的活
动也各有侧重，安排可谓精心。

对于两位元首夫人将着重谈论人文和教
育等“柔性”话题，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于丹表示， 这将增进中美彼此沟通和理解。
而参观名胜古迹，将使美国“第一家庭”近距离
感受悠久的中国历史，体验灿烂的中国文化。

近年来，中美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持续
深化。 2013年，两国人员往来近400万人次，
每天有上万人穿梭于太平洋两岸，通过互联
网、手机互动的民众更难以计数。 2013年中
国赴美留学生总数达15万人，继续保持美最
大留学生来源国地位。 目前，美国在华留学
生也接近2.5万人。

“文化和教育是人人感兴趣的话题，与
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阮宗泽说，元首夫
人外交与元首外交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第
一夫人”会面意义“不亚于”元首会晤，将产
生很强的社会效应，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厚
积广泛的民意基础。

米歇尔应邀访华不是两位“第一夫人”
的第一次互动。 除书信外，多次担当中美友
谊使者的中国国宝大熊猫，也成为联系两位
元首夫人的特殊纽带。

去年12月1日， 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为出
生百日的中国熊猫“美香”幼仔正式命名为

“宝宝”，彭丽媛女士和米歇尔都发去了视频
祝福。 此前的网上投票活动吸引了多达12.3
万名网友参与。

几天后，米歇尔将在成都与大熊猫“亲
密接触”，续写中美友谊佳话。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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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者 郝亚琳）
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14
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的国书。 他们是：坦桑
尼亚驻华大使欣博、 克罗地亚驻华大使科
哈罗维奇、赞比亚驻华大使姆瓦佩、土耳其
驻华大使埃尔索伊、 卡塔尔驻华大使曼苏

里、印度驻华大使康特、格鲁吉亚驻华大使
阿普恰乌利、马里驻华大使科内、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驻华大使辛格、 巴巴多斯驻华大
使布拉思韦特、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印度
尼西亚驻华大使苏更、 瓦努阿图驻华大使
莫利萨、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

习近平欢迎外国使节们来华履新，请他
们转达对各自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诚挚问候
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愉快地忆及他同这些国
家的友好交往，积极评价双边关系良好发展，
表示使节们此时出使中国大有可为， 希望他
们在华工作顺利， 为促进中国同有关国家相

互了解和友好合作关系发展作出贡献。
外国使节们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人对

习近平的亲切问候，祝愿中国繁荣富强，人
民幸福。 他们表示，能够出使伟大的中国深
感荣幸，将认真履职，积极致力于增进同中
国的友谊与合作。

习近平接受14国新任驻华大使国书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到任

范将军大显神威
欧冠1/8决赛首回合0比2输给奥林

匹亚科斯队，曼联队被逼到了悬崖边。 好
在他们还有“范大将军”范佩西。

本场比赛， 本赛季一直郁郁寡欢的
范佩西有如天将下凡，全场比赛只射门3
脚，却弹无虚发，连中三元，效率之高令
人咂舌。 英国媒体赞道，“范佩西凭一己
之力将曼联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

作为前两个赛季的英超最佳射手，
范佩西本赛季如曼联队一样，表现乏力，
目前仅有11球入账。 所有人都知道，“红
魔”更换主帅后，不止是球队需要磨合，
球员也需要适应。

不过，只要范佩西能够找回节奏，他
还是那位人见人怕的范大将军， 正如这
场比赛。 一个点球、一个任意球、一个运
动战进球， 范佩西用教科书般的表现诠

释了什么叫“全能”。
令人担心的是， 范佩西在最后时刻

遭到对手犯规，被担架抬离出场。 好在伤
势并无大碍。

除了范佩西， 曼联表现最为出色的
还有老将吉格斯。

40岁的威尔士人本赛季已经不是曼
联队的主力，但在这场背水之战，他依然宝
刀不老。 吉格斯不但踢满了90分钟，还送
出两记关键传球， 一次帮助范佩西获得点
球，一次长传给鲁尼，后者上演精彩助攻。

莫耶斯重拾信心
3比0完成逆袭， 莫耶斯在赛后新闻

发布会上激动万分，“我们有能力赢得冠
军，如果我们发挥出全部潜力的话。 ”

不管外界如何看待莫耶斯的这句豪
言，也不管如今的曼联是否具备实力，说出
这句话， 至少表明莫耶斯重拾信心。 这一
点，也恰是莫耶斯和曼联当下最需要的。

莫耶斯接手曼联之初， 一度信心满

满， 但来到赛场， 现实比梦想残酷一万
倍。 球队在联赛中始终表现不稳，尤其在
面对切尔西、阿森纳、曼城、利物浦4支强
队时，一直胜少负多。

目前英超联赛进行到第30轮， 曼联
仅位列积分榜第7名， 别说英超冠军，下
赛季的欧冠资格也岌岌可危。

好在本场比赛球队实现完美逆袭，
保留了欧冠的希望， 否则莫耶斯的处境
将更加困难。 从这个层面来说，这场比赛
犹如一场及时雨。

本次逆袭也表明， 曼联的实力与过
去相比并未下降，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
如何让球队发挥出水平。

有消息说，曼联管理层已经在物色新
的主教练人选，荷兰名帅范加尔呼声甚高。
莫耶斯如果不想做个凄惨的过渡者， 那就
要把这场比赛的出色表现延续下去。

另外一场欧冠1/8决赛中，多特蒙德
队以1比2不敌泽尼特队， 但依然以总比
分5比4晋级8强。

凭借范佩西的帽子戏法，“红魔”曼联3月20日主场以3比0大胜希腊奥林匹亚科斯队，从而以
3比2的总比分完成逆袭，挺进欧冠联赛8强。 主帅莫耶斯赛后放言，要夺取欧冠———

久违了，霸气“红魔”
本报记者 王亮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习近平主席出席荷兰核安
全峰会期间，除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外，还将会见
韩国、哈萨克斯坦、芬兰、英国等国领导人。

有记者问， 在习近平主席本次出席荷兰核安全
峰会期间，除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外，还将安排哪
些双边会见？

洪磊说，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荷兰核安全峰会期
间，除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外，还将会见韩国总统朴
槿惠、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芬兰总统尼尼
斯特、英国首相卡梅伦等外国领导人。目前中方正与
相关国家进一步协调有关会见安排。

习近平将在荷兰
会见多国领导人

元首夫人外交：“柔性”推进中美关系

3月20日，米歇尔的母亲罗宾逊夫人，女儿
玛利亚和萨莎陪同她一起访华。 图为米歇尔·
奥巴马（前左一）一行走下飞机。 新华社发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王亮）北京时间今天凌
晨，欧冠1/8决赛全部结束，曼联和多特蒙德成为最
后两支晋级8强的球队。 8强分组抽签仪式将在北京
时间3月21日19时进行。

欧冠8强分别是： 西甲的皇家马德里、 巴塞罗
那、马德里竞技，英超的曼联、切尔西，德甲的拜仁
慕尼黑、多特蒙德以及法甲的巴黎圣日耳曼。 令人
遗憾的是，缺少了来自意甲的球队。

值得一提的是，8支球队也分别是小组赛各个
小组的头名。

今日19时分组抽签
欧冠8强出炉

乌拟从克撤军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者 黎云）经习近
平主席批准，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提高军事训练
实战化水平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紧紧
围绕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不断提高部队
能打仗打胜仗能力， 系统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
要任务和措施要求， 为全军和武警部队从实战需要
出发从难从严训练提供重要依据。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提高军事
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记者 杨维汉） 记者
20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制定
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的
若干意见》，提出改革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切实把涉
诉信访问题解决纳入法治轨道。

最高人民法院涉诉信访机构负责人介绍， 意见
提出了“诉访分离”，明确界定了“诉”与“访”的概念。
为拓宽受理渠道，实现归口办理，人民法院目前通过
信访大厅接待来访、受理申诉来信、网络办理信访三
种渠道，保证当事人信访申诉表达畅通无阻。

最高法院制定文件
推进涉诉信访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者 黄小希）国务院
侨办主任裘援平20日表示， 针对近年来侨界反映的
中国“绿卡”门槛较高问题，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修改
完善“绿卡”颁发和管理办法。

裘援平在20日举办的“走进国侨办”新闻发布会
上说，中国的“绿卡”制度已经实行近10年，在注重引
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投资者的同时， 也为外籍华人
办理“绿卡”提供了一些便利。“我们在积极争取放宽
外籍华人申请‘绿卡’的条件，为海外华侨华人回国
提供更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

国侨办主任：
争取放宽外籍华人
申请中国“绿卡”条件俄杜马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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