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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合力打击“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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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孟姣燕 肖丽娟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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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首都巴黎召开的伊拉克
和平与安全国际会议15日通过一项
声明， 表示将采取向伊拉克新政府
提供“适当军事援助”等必要手段，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但会议
没有透露将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
动。

观察人士认为， 此次会议对国
际社会统一对“伊斯兰国”问题的立
场， 为未来对其采取进一步行动起
到了一定作用。 然而，由于叙利亚、
伊朗等国未被邀请与会， 解决这一
问题的国际努力前景尚存在不确定
因素。 同时，也应警惕对“伊斯兰国”
的军事打击行动“越轨”。

统一打击“伊斯兰国”立场
伊拉克和平与安全国际会议由

法国倡议举行， 来自26个国家以及
阿盟、 欧盟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
代表参加了会议。 参会代表级别高，
人数多，其中包括美国国务卿、俄罗
斯和法国外长、英国外交大臣、中国
外交部副部长等。

法国《世界报》15日发表的一篇
文章指出， 巴黎会议的目的是组建
一个国际联盟，支持伊拉克打击“伊
斯兰国”。

会议通过的声明说， 极端恐怖
组织不仅对伊拉克， 而且对整个国
际社会都构成了威胁， 其反人类罪
行应受到国际法的制裁。

据报道， 法国和几个阿拉伯国
家已表示准备参加对“伊斯兰国”的
空袭行动。 美国国务卿克里同日指
出，下一步针对“伊斯兰国”的行动
将不仅仅只是空袭。

观察人士认为， 此次巴黎会议
后，以美国为首的对“伊斯兰国”的
空袭行动将会明显升级。

伊朗叙利亚缺席引关注
中东地区两个重要国家缺席此

次会议令人瞩目：一个是叙利亚，尽
管“伊斯兰国”在叙利亚领土上非常
活跃， 但叙利亚被排除在组建中的
国际联盟之外。 另一个就是伊朗，伊
朗对中东局势， 特别是对其邻国伊
拉克以及叙利亚有着重要的影响
力， 但伊朗代表没有被邀请参加此
次会议。

法国曾希望伊朗能参加巴黎会
议，但美国、沙特等国强烈反对。 然
而，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虽然他不
排除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与伊
朗进行一定程度合作的可能， 但美
伊两国不会在军事行动方面进行协
调。 他同时也排除了在军事行动中

与叙利亚政府进行协调的可能性。
观察人士认为，伊朗、叙利亚缺

席这一会议反映了美国与这两个国
家之间严重缺乏互信。 特别是，如果
美国让叙利亚加入打击“伊斯兰国”
的国际联盟， 就会意味着承认巴沙
尔政权的合法性。 如果让伊朗加入
这一联盟，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显示
出美国对伊朗的接纳。 这两种情况
都是美国不愿看到的。

中方：靠军事手段仅治标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15日

在巴黎会议上发言时表示， 当前伊
拉克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
重威胁， 应对好这一挑战是国际社
会的紧迫任务。 要实现伊拉克和整
个地区的长治久安， 既要靠伊拉克

自身的努力， 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
帮助。

李保东强调，反恐要形成合力，
恐怖主义没有好坏之分， 不能搞双
重标准， 更不能把恐怖主义与特定
民族、宗教联系起来。 打击恐怖主义
需要标本兼治、 多措并举、 协调一
致， 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主
导作用。 军事手段仅是治标之举，有
关行动必须尊重当事国主权、 独立
和领土完整，符合《联合国宪章》宗
旨及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李保东的讲话充分表明， 在打
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应始终保
持正确的方向。 观察人士指出，应警
惕个别国家借助打击“伊斯兰国”的
军事行动， 以达到自己的地缘政治
目的。 （据新华社巴黎9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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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王亮）记者今天从
长沙市体育局了解到，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
于10月14日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与南美劲旅
巴拉圭队进行一场热身赛。去年3月，国足正是
在长沙1球小胜伊拉克队， 艰难晋级亚洲杯决
赛圈。

明年1月，国足将赴澳大利亚参加亚洲杯。为
此，中国足协安排了诸多热身赛。9月上旬，国足
分别以3比1战胜科威特队、1比1战平约旦队。10
月份，国足将迎来两场热身赛，一场是10月10日
对阵泰国队。去年国足曾以1比5惨败在泰国队脚
下，因此这场比赛被称为“复仇之战”。10月14日，
国足将移师“福地”长沙，挑战目前世界排名第47
位的南美劲旅巴拉圭队。巴拉圭队也是法国教练
佩兰执教国足后面对的最强对手。

据了解，11月到明年1月， 国足还将进行6
场热身赛。

谈到长沙再次承办国足比赛， 长沙市体育
局局长李卓民表示：“长沙是国足的福地， 这几
年国足在长沙比赛基本没输过。10月的中巴之
战，希望有更多的球迷现场为国足加油，助国足
取胜。”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王亮）2014年全国围
棋个人锦标赛今天在成都展开，湘籍女棋手张佩
佩、李羿蓉、周尧，男棋手彭立尧、蔡竞、陶欣然等
13名现役职业棋手参加。来自我省的谭念湘将以
国家级围棋裁判的身份，亮相本次赛事。

省棋协副主席杨志存告诉记者， 全国个人
锦标赛的成绩将对棋手晋升段位有帮助， 希望
湘籍棋手能够赛出好成绩。

本次比赛共有185名选手参加，比赛采用积
分编排，男子甲组和女子组进行9轮比赛，男子
乙组进行10轮角逐。比赛将于27日结束。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给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兴平
乡达西村党支部书记沙吾尔·芒力
克和全体村民回信， 祝愿乡亲们的
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

2009年6月， 习近平曾深入达
西村考察基层党建工作。 今年4月，
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时提到了沙吾
尔·芒力克， 讲到了达西村的村
训———“口袋里要鼓囊囊，精神上要
亮堂堂”。消息传来，沙吾尔·芒力克
和全体村民十分激动， 给习近平写
信，汇报了近年来村里的发展变化，
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信心。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 你们的来
信收到， 看后感到很欣慰。 5年前，

我到你们达西村， 同乡亲们交谈得
很好， 至今记忆犹新， 一直惦记着
大家。 得知在村党支部带领下， 近
年来村里又有了不少新变化， 各族
群众像沙漠里的胡杨一样根连着
根、 心连着心， 日子越过越好， 我
为你们高兴。

习近平指出， 达西村的发展变
化说明， 有党的好政策， 有各族群
众齐心奋斗， 就一定能让乡亲们过
上舒心幸福的生活。 兴疆稳疆， 重
在基层。 希望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战
斗堡垒作用， 像吸铁石一样把乡亲
们紧紧凝聚在一起， 坚定跟党走的
决心和信心， 把党的好政策落实到
每家每户， 把生产搞得更好， 把民
族团结搞得更好， 让乡亲们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更好。

习近平给新疆尉犁县
兴平乡达西村回信

根据中国政府网15日晚公布的
国务院批复文件， 撤销全国假日旅
游部际协调会议， 其职能并入国务
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在运行
14年后，被群众熟知的“假日办”以
提格、扩容的方式与公众说再见。虽
然“假日办”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但
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却仍然存在。

“假日办”在14年时间里 ，通过
对节假日的安排、调整，尤其是推动
“黄金周”“小长假”制度，对振兴假
日经济拉动内需、 加快旅游休闲产
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 随着旅游需求井喷式增
长，不少政策措施、机构设置都需要
全国层面的统一协调，“假日办”已
经不能很好地满足市场调节和消费

需求的变化。 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
议就是要在国务院领导下， 对全国
旅游工作进行宏观指导， 提出促进
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方针政策， 协调
解决旅游业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
题。 以国民旅游的升级版需求为本，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应当是这
一新机制最重要的运行原则。

“假日办”撤销了，假日没有撤
也不会销。人们期待，国务院旅游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在更高水平上更好
地做好国民休闲旅游的保障工作。
例如， 百姓高度关注的假日旅游质
量和体验能否得到提升， 长期以来
各界热盼的带薪休假制度能否早日
落实等。 这既是公众对政府职能调
整的新期盼，也应是“假日办”升级
的根本目的。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再见，“假日办”；升级，新期盼
新华社记者

图 为 9
月10日 ， 美
国国务卿克
里搭乘一架
直升机时俯
瞰伊拉克首
都巴格达。
新华社发

赛前：“嘴仗”不断升级
孙杨来到韩国，受到如此“隆

重”的欢迎，不仅在于孙杨是韩国
游泳天王朴泰桓的“死对头”，更
因为近期， 孙杨拍的一支广告被
韩国媒体认为深具“挑衅”意味。

广告中， 孙杨用中韩双语说
道：“朴先生，上次亚运会，你打破
了亚洲纪录，真厉害！不过，那个
纪录已经被我破掉了！今年，在仁
川，有本事就赢回去吧！”

对韩国而言， 朴泰桓堪称最
大牌的选手。 孙杨发出的上述言
论，多少让韩国媒体有些不服气。
机场， 韩国记者直接向孙杨抛出

“是否挑衅” 的疑问。 孙杨表示：
“那个广告其实就是一个创意。”
孙杨还表示了对朴泰桓的尊重：

“单说400米自由泳，放到世界范
围来讲，他都是厉害的对手。”

朴泰桓是2008年北京奥运
会400米自由泳冠军，2010年在
广州亚运会200米和400米自由
泳比赛中获胜，让孙杨两次落泪。
但从2011年上海游泳世锦赛开
始，迎来了“孙杨时代”：2012年
收获伦敦奥运会400米和1500米
自由泳两枚金牌，2013年游泳世
锦赛夺得400米、800米和1500
米自由泳冠军。孙杨的日益强大，
让朴泰桓无力回击。

目标：4金对7金
本届亚运会， 孙杨将

参加200米、400米、1500
米自由泳， 以及两个自由
泳接力共5个项目。谈及目
标，他瞄准4枚金牌：“个人
项目自然希望全部夺冠，
同时希望跟大家一起努力
拿到一枚接力金牌。”

孙杨目标4金，朴泰桓
则喊出“勇夺7金”的口号，
他报名参赛 100米 、200
米、400米、1500米自由泳
以及3个接力。1500米自
由泳，孙杨有着绝对实力，
200米和400米自由泳，两
人将短兵相接。

被问到朴泰桓能否夺得7金，
孙杨摇头表示不可能，“接力上韩
国队整体并不强，在和我相遇的3
个单项上 ，我
的目标就是全
部战胜他。”

本届亚运
会， 中国游泳
队共有61名选
手参加， 为历
届之最， 现役
的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全部
出席。 亚运会
游泳比赛将于
9月21日开赛，

共有38个比赛项目，首日进行6个
项目， 孙杨与朴泰桓的200米自
由泳是第一个决赛。

国足10月亮相长沙
热身赛迎战巴拉圭

9月16日，中国游泳队抵达韩国仁川。因为孙杨和朴泰
桓之间的竞争关系，40多名韩国记者前来围堵孙杨———

孙朴短兵相接
本报记者 王亮

13名湘籍棋手出战全国赛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乌克兰当
局16日一方面给予东部某些地区
更多自治权， 同时又向西方示好，
批准欧盟联系国协定， 迈出加入欧
盟的第一步。

乌克兰议会16日表决通过了
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起草的两份

法案， 给予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
斯克州某些地区3年有限的自治权。

在向东部民间武装让步的同
时， 乌克兰议会16日和欧洲议会一
致批准联系国协定。 波罗申科说，
批准这一合作协议是乌克兰迈向欧
盟成员国身份的第一步。

乌议会给予东部地区3年自治权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9月
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
讲话。

李克强说， 新型城镇化贵在突
出“新” 字、 核心在写好“人”
字， 要以着力解决好“三个1亿人”
问题为切入点。 要公布实施差别化
落户政策； 探索实行转移支付同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 允许地方
通过股权融资、 项目融资、 特许经
营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拓宽
融资渠道， 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承载
能力； 把进城农民纳入城镇住房和
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约1亿农业转
移人口落户城镇， 不能让他们“悬
在半空”。 要科学规划， 创新保障
房投融资机制和土地使用政策， 更
多吸引社会资金， 加强公共配套设
施建设， 促进约1亿人居住的各类

棚户区和城中村加快改造， 让困难
群众早日“出棚进楼”、 安居乐业。
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在“十三
五” 时期重点向中西部倾斜； 积极
承接产业转移， 在有条件的地方设
立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 鼓励东
部产业园区在中西部开展共建、 托
管等连锁经营， 以“业” 兴“城”，
做大做强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县城，
提升人口承载能力， 促进约1亿人
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 逐步减少大
规模人口“候鸟式” 迁徙。

李克强强调， 新型城镇化是关
系现代化全局的大战略， 是最大的
结构调整，事关几亿人生活的改善。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抓在手上，干
在实处，奋发有为、抓出实效，尊重
基层首创精神，多给支持，总结推广
成功经验， 用好改革创新的“开山
斧”，着力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水
平，造福广大城乡群众。

李克强：
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

据新华社科伦坡9月16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16日抵达科伦坡，开始
对斯里兰卡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上午11时40分许，习近
平乘坐的专机抵达科伦坡班达拉奈
克国际机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受
到拉贾帕克萨总统夫妇热情迎接。

拉贾帕克萨总统在机场举行了盛
大欢迎仪式。 车队离开机场前往下榻
宾馆， 沿途数公里群众欢迎场面热情
奔放。数十头大象身披彩装，送来吉祥。

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一踏上斯
里兰卡这片美丽的土地，我和我的代
表团就受到了斯里兰卡总统夫妇和

斯里兰卡人民的隆重欢迎，置身于中
斯友好的热情海洋，我深受感动。 中
斯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是患难与
共的好兄弟， 是共谋发展的好伙伴，
是相亲相近的好朋友。 当前，中斯真
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站在新的起点， 面临广阔发展机
遇。 我期待着同斯里兰卡领导人共叙
友谊、共谱合作，规划中斯关系蓝图。
希望这次访问弘扬两国人民深厚情
谊，让中斯友谊之船在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上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9月16
日， 在对斯里兰卡进行国事访问之

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斯里兰卡《每
日新闻》报发表题为《做同舟共济的
逐梦伙伴》的署名文章。

文章指出，建交57年来，中斯关系
始终健康稳定发展， 成为大小国家友
好相处、互利合作的典范。双边贸易额
近10年来增长了10余倍，中国已成为
斯里兰卡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
口来源国。 两国人员往来去年超过11
万人次，未来几年将会继续大幅增加。
中国企业踊跃参与斯里兰卡一系列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 为斯里兰卡发展经
济和改善民生作出了积极贡献。去年，
中斯建立了真诚互助、 世代友好的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 标志着两国关系进
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斯关系正处于历
史最好时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我期
待通过这次访问，同拉贾帕克萨总统、
斯里兰卡其他领导人及各界人士就双
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夯实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携手
共谋发展、共创未来。

文章说， 我们要对接发展战略，
做同舟共济的逐梦伙伴；我们要巩固
睦邻友好， 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
我们要加强战略协作，做相互支持的
坚强后盾； 我们要筑牢友谊桥梁，做
相知相亲的真挚朋友。

习近平对斯里兰卡进行国事访问

据新华社广州9月16日电 今
年第15号台风“海鸥” 16日先后在
海南文昌翁田镇和广东徐闻南部沿
海地区两次登陆， 受其影响， 粤东

沿海市县风力10级到12级， 多地
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截至16日19
时， 广东省受灾人口已近百万， 紧
急转移安置9.17万人。

台风“海鸥”来袭 广东近百万人受灾

图为孙杨走出仁川机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