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记者
11日从中国银监会获悉，银监会主席
尚福林在2015年度银监会系统法治
工作会议上表示，要专项查处内外勾
结诈骗客户存款的案件，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处罚当事人和相关责任人，确
保客户合法权益和银行业合规经营。

尚福林表示， 要促进全员守法。
牢固树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
线不能逾越的观念。推动银行业规范

经营，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普法
责任。加大问责惩戒力度，维护法律
的权威性，提高监管震慑力。切实抓
一批反面典型， 深查严纠管理漏洞，
为全行业重敲警钟。

我国第二台南极巡天望远镜近日在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附近昆仑站安装完毕，即将投入观测运行。该望远镜采
用我国创新设计的大视场折反射望远镜光学系统，是南极现有最大的光学望远镜。它一次曝光可覆盖约4.3平方度的天空，相当
于18个月亮的大小。图为科考队员在安装望远镜（1月12日摄）。 新华社发

责任编辑 曾楚禹 肖丽娟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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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11日应约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
两国领导人互致新春祝福，同意在新的一
年共同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更大进展。

习近平指出，过去一年我们多次深入
交谈，就中美关系发展和事关国际及地区
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达成重要共识。我
期待同奥巴马总统继续开展战略性交流
对话。今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
流高层磋商将在美国举行，希望双方共同
努力， 力争取得尽可能多的积极成果。双

方要拓展经贸、军事、能源、环保、基础设
施建设、执法等领域务实合作，扩大人文
交流，不断夯实中美关系的基础。双方要
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培育贸易和投资
合作新亮点，希望美方在放宽高技术产品
对华出口、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提供便利
方面采取积极行动。双方要加强在气候变
化、世界发展议程、世界卫生安全等重大
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双方应该尊重和照
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希望美方重
视中方在台湾、 涉藏等问题上的关切，防
止中美关系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奥巴马表示，我多次表示，中国的成
功符合美国利益。美中关系2014年取得历
史性进展，美方愿同中方在现有基础上保
持两国关系发展势头，加强经贸等领域务
实合作， 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
管控好分歧。 美方希望两国落实已达成
的共识， 加强气候变化领域交流合作，
为推动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
果进行协调。 美方赞赏中国为帮助非洲
应对埃博拉疫情作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
同中方一起促进全球卫生安全。 美方对
两国和全球经济发展高度关注， 愿同中

方加强协调， 相互照顾关切， 努力达成
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 加强对话合作，
推动扩大全球需求。

奥巴马邀请习近平今年9月结合出席
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对美国进行
国事访问，习近平接受了邀请，双方同意
为访问取得成功进行全面准备。

两国领导人还就纪念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网络安全、伊朗核问题、
朝鲜半岛局势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
意见，表示要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各方携
手解决涉及国际安全稳定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同奥巴马通电话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042 2 3 2
排列 5 15042 2 3 2 7 1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5018 04 07 10 23 31 03+0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下期奖池：1013044052.64（元）

10000000 10000000

00

●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应邀9月访美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2015年军民迎新春茶话会11日
上午在北京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
高丽等同全国双拥模范代表、首都干部群众和驻京部队官兵代
表欢聚一堂，畅叙军民鱼水情谊，共话双拥美好前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茶话会上
致辞。张高丽强调，新的一年，双拥工作要积极适应新形势，
主动争取新作为。 要深入开展具有时代特色的双拥宣传教
育，激发军民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大力
支持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推动实现党在新形势下
的强军目标；依法维护好实现好广大官兵和优抚对象的合法
权益，增强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主动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共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持续深
化双拥模范城（县）创建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
军政军民关系；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促进国防实力与经
济实力同步提升，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5年军民迎新春茶话会
在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出席 张高丽致辞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中
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11
日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并
讲话。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王岐山强
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为思想武器，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
工作部署，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聚焦
问题、突出重点、创新方式，让巡视利
剑高悬、震慑常在。

会议指出，中央决定今年完成对
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金融企业
巡视全覆盖。

2015年第一轮巡视要紧扣全面
从严治党，聚焦突出问题、创新方式

方法，实行“一托二”：每轮一个组巡
视两家，13个组同类同步安排、 分批
集中汇报。要专注目标，盯住重点人、
重点事、重点问题，机动灵活、闻风而
动，提高发现问题的精准度。围绕“四
个着力”， 重点发现企业在作风、纪
律、腐败、选人用人方面的普遍性问
题，尤其要把落实“两个责任”、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执行情况作为巡视
重要内容。要总结运用专项巡视已经
掌握的工作规律，对照教育实践活动
整改总结和督导报告查找问题。要深
入研究企业的历史文化和行业特点，
依其主要业务、资产资源，查找靠山
吃山、利益输送问题。对于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只要查实就要交

被巡视企业党委。 要强化分类处置，
把线索捋清楚，把担子压下去，推动
企业党组织落实主体责任、 切实整
改，做到件件有着落。要做好归纳总
结、写好巡视报告，透过发现的问题，
着力从体制机制和监督管理上找原
因，为深化改革开路，坚定不移把国
企做大做强。

经中央批准，2015年中央第一轮
巡视将对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
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
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等26家央企进行专项巡视。

今年第一轮巡视剑指26家央企

湘涛新赛季回归
“2015赛季球队将重回贺龙体育中心征战。”2

月11日，湖南湘涛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张旭透露，目前
双方已经就新赛季中甲联赛的各种细节达成一致。
2013赛季，湘涛曾在贺龙体育中心征战过。

“由于之前的中南大学体育场没有电子显示
屏等原因， 因此俱乐部在上个赛季结束后就开始
寻找新的主场。”张旭介绍，在省体育局、长沙市体
育局，特别是长沙市贺龙体育中心的大力支持下，
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新赛季，作为湘涛主场之一
的益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也将安排5轮联赛的比
赛，而省人民体育场则作为球队的备用主场。

上个赛季结束后，中国足协也按照中超模式，
为中甲联赛寻找到了冠名赞助。新赛季，中国足协
要求中甲各俱乐部严格按照国际足联的相关规
定，提交符合安保、新闻传播等要求的主场与备用
主场，并于2月16日前提交。

将承办国足世预赛比赛
在亚足联9日公布2018年世预赛方案后，长

沙贺龙体育中心主任欧震第一时间表示：“作为国
足七大主场之一的长沙贺龙体育中心， 将肯定要
承办不少于一场国足主场赛事。 ”

欧震介绍， 早在去年10月国足在长沙战胜巴
拉圭队时，贺龙体育中心与长沙市政府、市体育局
就已经向中国足协和福特宝公司表达了承办国足
世预赛的愿望。赛后，国足主帅佩兰也认为长沙是
块福地，“这里的硬软件都符合亚足联比赛的要
求，所以世预赛我们肯定还会再回来。 ”

据悉，世预赛40强赛将在今年6月打响，其抽
签仪式于4月1日在吉隆坡进行， 而具体赛程也将
同时出炉。“正式赛程出来后，我们就将启动申办
工作。”欧震表示，贺龙将至少承办一场小组赛，若
国足能够获得12强赛的资格， 那么肯定会努力再
争取承办一场。

CBA4强产生3席

北京辽宁青岛晋级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蔡矜宜 胡泽汇）

在今晚进行的CBA季后赛首轮第三回合较量中，
辽宁队经过加时苦战主场以120比112击败广厦
队， 青岛队主场以108比94轻取山西队， 两支主
队均以总比分3比0挺进四强。

加上10日横扫吉林队率先晋级的卫冕冠军北
京队， 首轮三场过后， 唯有广东与东莞队的“德
比战” 仍未分出胜负。

辽宁队有惊无险地以总比分3比0完胜广厦
队， 时隔7年再度挺进半决赛， 他们下一轮的对
手将是队史首次杀进四强的青岛队。

作为湘涛新主场，还将承办国足世预赛———

2015，贺龙“足”够嗨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胡泽汇

据新华社台北2月11日电 台湾灾害应变中心最新统
计，搜救人员11日在基隆河南湖大桥附近寻获两具遇难者遗
体，分属一名大陆乘客，一名台湾乘客。

截至下午16时， 复兴航空坠机班机5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中，仅余大陆乘客陈仁泰下落不明。其余57名乘客，有42人罹难，
15人受伤。31名大陆旅客中，已有27人被确认罹难，3人受伤。

台湾复兴航空公司11日再次举行失事航班GE235罹难
者家属闭门说明会， 准备向每名罹难者的家庭赔付1490万
元（新台币，下同），赔偿总金逾6亿元，但并没有家属表示愿
意接受有关提议。

台湾复兴空难
仅余一名大陆乘客未寻获
罹难者每人或获赔1490万元新台币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11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冬春生
活安排和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确定推进标准化工作改
革措施、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研究加强土地管理和保护、
更加有效支撑经济发展。

为加快推进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缓解因病陷入困境群众
的“不能承受之重”，会议确定，一是扩大救助覆盖面。在以低保
家庭成员和特困供养人员为重点救助对象的同时，逐步将低收
入家庭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等纳入救助
范围。二是提高救助水平。对重点救助对象加大救助力度，对因
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在起付线以上的自负费用给予救助。三是
突出救急解难。实行医疗救助经办机构向定点医疗机构提供预
付资金，确保困难群众及时得到救治。四是加强统筹协调。整合
使用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加强救助、医保等制度衔接，支持慈善
等社会力量参与，用温情关爱抚慰困难病患。

会议指出，去年，有关部门对土地出让收支和耕地保护情况
进行了全面审计，并在全国对闲置土地开展专项督察。必须针对
审计督察发现问题，采取铁腕措施，严肃问责，既要查处土地出
让收支管理违规等乱作为， 又要纠正土地闲置中反映出的各种
不作为。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强化土地出让收支等管理。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加快推进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巡天望远镜

亮相“冰穹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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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查处内外勾结诈骗客户存款案银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