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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23日上午应约同韩国总统朴槿惠通电话。

习近平表示，当前中韩关系发展很好。
上个月， 我们在荷兰出席核安全峰会期间
举行了会晤， 再次确认不断推动中韩关系
发展、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意愿。我们
保持了经常联系， 充分显示了中韩关系的
密切和重要。 我欢迎总统女士11月来华出

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朴槿惠表示， 当前韩中两国在各领域合

作紧密，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加深。我欢迎并期
待着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 愿同习近平主席
就两国关系及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
平表示愿意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问韩国。

习近平表示，韩国“岁月”号客轮不幸
发生严重事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失踪，

其中包括4名中国人，令人深感痛心。我再
次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向遇难者和失
踪人员家属及伤者致以诚挚慰问。 根据韩
方要求，中方将向韩方提供救援设备，并尽
快派往事故海域。

朴槿惠对此表示感谢，并向在事故中遇
难的中国人表达哀悼。朴槿惠还就马来西亚
航空公司客机失联事件再次致以慰问。

双方还就当前朝鲜半岛形势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致力于实现半岛

无核化，坚定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和
平方式解决问题。 中方愿同韩方就半岛问题
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也希望有关各方
都为缓和局势、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作出努力。

朴槿惠表示，韩方赞赏并感谢中方作出
的建设性努力，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和合作。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朴槿惠通电话

中方坚定致力实现半岛无核化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苏原平）2014年
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暨亚运会选拔赛24日
将在长沙揭开战幕，我省奥运冠军龙清泉将
角逐56公斤级比赛，展现“湖南力量”。

本届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是亚运
会选拔赛，将于24日至27日在长沙市中国
电信体育馆举行，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300多名运动员参加。

本次比赛我省共派出10名运动员参
赛。24日15时30分， 北京奥运冠军龙清泉

将角逐56公斤级比赛。湘西小伙子龙清泉
在北京奥运会上一举成名，但随后两年深
受伤病困扰， 无缘伦敦奥运会。2013年第
十二届全运会， 龙清泉在抓举落后对手3
公斤的情况下， 凭借挺举的出色发挥，最
终以总成绩296公斤成功卫冕， 宣告他仍
是国内男子56公斤级的“王者”。省举重队
负责人周均甫介绍， 第十二届全运会后，
龙清泉处于调整阶段， 训练中没有上强
度。本次锦标赛只要他发挥正常，夺冠没

有太大悬念。
24日20时，新科世锦赛冠军谌利军和全

国锦标赛冠军余涛将成为我省冲击62公斤
级金牌的双保险。益阳伢子谌利军是第十二
届全运会62公斤级冠军，在2013年举重世锦
赛上，他以1公斤险胜伦敦奥运会冠军、朝鲜
名将金恩国，夺得62公斤级总成绩冠军。

周均甫介绍，除了龙清泉、谌利军和
余涛， 我省派出的其他选手都是年轻队
员，以锻炼队伍、积累大赛经验为主。

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暨亚运会选拔赛长沙揭幕

龙清泉今日演绎“湖南力量”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3
日表示，日美同盟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双边安排，不
应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与正当权益， 中方坚决反对
把钓鱼岛作为《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
《读卖新闻》23日刊登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该报采访
内容。奥巴马称，钓鱼岛在日本施政之下，适用于《日
美安保条约》。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秦刚说，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一贯
的。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
主权。日本对钓鱼岛的侵占是非法、无效的，日方在钓
鱼岛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是确凿的、无理的。谁也无法动
摇中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

秦刚表示，美方应尊重事实，以负责任的态度，
恪守在有关领土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站队的承诺，谨
言慎行，切实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方反对把钓鱼岛作为
《日美安保条约》适用对象

据新华社澳大利亚珀斯4月23日电
澳大利亚搜寻马航370航班联合协调中
心23日下午发表声明说， 西澳大利亚警
察部门报告在奥古斯塔以东10公里处
发现被冲刷向岸边的疑似碎片， 并已将
照片送往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进行分
析，以确认其是否与马航370航班有关。

当地《西澳大利亚人报》援引澳大利
亚交通安全局发言人的话说，那块疑似碎
片可能与马航失联客机存在关联性，“令人

关注”。报道还把碎片描述为“明显的飞机
残骸”。 但联合协调中心在声明中强调，目
前没有进一步的信息能够表明其与马航
370航班有关联，一切尚需等待分析结果。

据新华社澳大利亚珀斯4月23日电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23日在堪培拉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 他没有得到过任何意见
认为马航370航班在某地着陆的说法具
有任何真实性。

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21日援引吉

隆坡国际调查小组一位匿名成员的话报
道称， 调查小组正在考虑从头开始对马
航370航班的搜寻。 该报道还称， 马航
370航班可能已经在某地降落而不是
“终结”在南印度洋。对这一说法，阿博特
表示， 我们得到的专家建议是飞机“终
结” 在印度洋某处。“根据侦测到的疑似
黑匣子发出的信号， 我们已经划定了一
个约700公里长、80公里宽的区域，飞机
坠海地点可能就在这一区域内。”

据新华社韩国珍岛4月23日电 23
日，距离韩国“岁月”号沉船事故发生已
过去一周时间，一场跟时间赛跑的大搜
救正争分夺秒地展开，但迄今进展仍然
缓慢。截至当地时间23日20时，已确认

有156人遇难， 仍有146人下落不明，其
中包括两名中国公民。

当天， 事发海域的水文气象条件良
好， 除200余艘船舶和30余架飞机等常
规搜救力量外， 由韩国海洋科学技术院

研发的多关节机器人“机器螃蟹” 也下
水搜寻， 另有水下无人机、 水下探测器
等尖端设备协助搜救。 当天早上， 搜救
人员打捞出20多具尸体， 其中大部分
为学生。

遇难人数升至156人韩国失事客轮

再次发现疑似物体马航失联航班

4月23日，在韩国安山市，市民在一处临时吊唁馆内向“岁月”号遇难者鞠躬。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香港4月23日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
振英23日宣布，香港与菲律宾政府就马尼拉人质事件
达成共识， 特区政府从即日起撤销对菲律宾实施的制
裁，同时将菲律宾的旅游警示级别由黑色调至黄色。

梁振英当日下午在行政长官办公室与到访的菲
律宾内阁部长阿尔门德拉斯和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
进行磋商后，特区政府和菲律宾政府发表联合公告，菲
律宾政府向受害者及家属致以最悲痛的歉意和至诚的
慰问，并对他们蒙受的痛苦表达最诚挚的哀悼。

梁振英表示，人质事件得以解决，特区政府感谢国
家领导人和外交部的关心和支持， 感谢受害者及家属
对特区政府的信任和配合。随着事件的解决，香港和菲
律宾之间的关系即将恢复正常。由即日起，特区政府取
消对菲律宾的制裁， 同时解除对菲律宾实施的黑色外
游警示，恢复到人质事件发生前的黄色外游警示级别。

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在会见记者时表示，此次来
港是代表菲律宾政府内阁道歉， 事件在马尼拉市发生，
市长负责指挥警方，因此可以由市长来道歉。他透露，受
害者或其家属所获的赔偿总金额超过2000万港元。

埃斯特拉达还转达了马尼拉市议会通过的两项
决议，包括就人质事件道歉，及指定每年8月23日及
中国农历7月14日为事件中亡灵的祈祷日。

马尼拉人质事件达共识

港撤销对菲制裁

本报4月23日讯（陶芳芳 杨礼）昨天，明德华兴
在主场以66比54战胜北京四中，获得全国初中男子
篮球赛总冠军。 全国初中篮球联赛是由中国中学生
体育协会、 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中国青少年篮球运
动的顶级赛事，是培养中国篮球后备人才的摇篮。联
赛分南、 北赛区进行， 各区的前两名进行交叉挑战
赛，胜者晋级全国决赛。

全国初中男篮总决赛

长沙明德华兴夺冠

据新华社济南4月23日电 上半场一球领
先， 下半场开场不久被大阪樱花队连扳两球，
23日的亚冠小组赛末轮中， 山东鲁能队主场1
比2不敌大阪樱花队，由此无缘晋级亚冠16强。

在小组赛第二轮后， 鲁能队1胜1平积4
分领跑E组，但六场比赛之后，鲁能队1胜2平
3负积5分，小组垫底。

F组比赛中， 北京国安队客场1比2不敌
小组头名首尔FC队。本轮前，由于北京国安
队与其余两队积分相同，此役输球，意味着国
安同样无缘晋级淘汰赛，这也让国安队连续
第二年晋级亚冠16强的梦想破灭。

至此，亚冠本赛季小组赛结束，中超球队
只有广州恒大晋级淘汰赛。

赶不上恒大的亚冠步伐

鲁能国安均出局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近日， 国家
信访局印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
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

《办法》 就来访事项由哪一级受理办
理， 哪些该受理哪些不受理， 受理后怎么办
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主要包括： 信访人采用
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 应当根据信访事项
的性质和管辖层级， 到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
或上一级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
出； 对跨越本级和上一级机关提出的来访事
项， 上级机关不予受理， 并引导来访人以书
面或走访形式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机关提出，
同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下级有关机关； 在
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中， 首
先收到的机关先行受理， 不得推诿。

国家信访局：

跨级来访
上级机关不予受理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中国互联网协
会秘书长卢卫23日代表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出
倡议，积极响应“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
行动，加强行业自律，开展自查自纠，建立淫
秽色情黑名单信息共享机制， 共同抵制网络
淫秽色情信息，建设清朗网络空间。

卢卫是在23日举行的“扫黄打非·净网
2014”中国互联网协会会员座谈会上发出上
述倡议的。

新浪、迅雷、奇虎360、百度、网易等与会
互联网企业代表纷纷表示响应协会倡议，用
更严格的标准对网站内容开展全面清查，建
立监督监管机制， 并在显要位置开设不良信
息举报入口，从后台操作、前台页面等各个环
节加强清查和防范力度， 配合相关部门严厉
打击淫秽色情信息传播。

中国互联网协会：

建立黑名单共享机制
抵制网络淫秽色情信息

搜救

我省有了女子围棋职业队
聂卫平任总教练，出战今年围甲联赛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谭云东）湖南省棋协今
晚正式对外宣布： 由湖南友谊阿波罗集团出资赞助
的湖南女子围棋队， 将出战2014年女子围甲联赛。
这是我省首支棋类职业队。

女子围甲联赛创办于2013年，共有8支参赛队。“棋
圣”聂卫平围棋道场旗下的女子围甲队，今晚正式与湖
南友谊阿波罗集团携手，出战将于今年5月10日开幕的
新赛季女子围甲。湖南友阿女子围甲队，成为我省首支
棋类职业队，聂卫平出任总教练，由于聂老处在康复期，
俞斌九段将暂时协助执教。

据省棋协秘书长杨志存介绍， 湖南友阿女子围
甲队主场设在长沙，赛季目标是保四争三，其中两名
参赛棋手分别是26岁的王祥云二段和19岁的王爽初
段，替补是16岁的业余六段袁亭昱。

两名湘籍女棋手张佩佩和李羿蓉， 目前已经签
约其他围甲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