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
纪委对河北省委原常委、 秘书长景春华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
立案审查。经查，景春华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 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
益，收受巨额贿赂；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他人通奸。其
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

景春华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
和组织纪律，严重违纪违法，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
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
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景春
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
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日前，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
定，依法对河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景春华以涉嫌受贿罪立案
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严重违纪违法

河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景春华
被双开

5月8日， 在俄罗斯莫斯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红场阅兵方队在驻地进行训练。 当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
仗队官兵在莫斯科郊外的驻地进行训练和动员， 准备参加9日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红场阅兵。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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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5052 9 0 3 8 2 2 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5770375.16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121 6 4 0
排列 5 15121 6 4 0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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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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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到青岛享休闲体育盛宴
世界休闲体育大会来长沙推介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蔡矜宜）青岛2015世
界休闲体育大会今天在长沙举行推介会，据了解，该
大会将于9月12日至21日在青岛莱西市举行， 为期
10天。

以“运动休闲， 畅享自然” 为主题的2015世
界休闲大会， 是继2008年奥帆赛和2014年世界园
艺博览会之后， 青岛举办的又一国际性、 重量级盛
会。 大会共设置世界休闲体育大会、 世界休闲高峰
论坛、 世界休闲产品博览会和休闲文化艺术节4大
板块。 其中世界休闲体育大会共设沙滩排球、 龙
舟、 国际象棋、 电子竞技、 马拉松等17个比赛大
项。

青岛市外宣办主任薛庆增表示， 目前大会报名
工作已经启动， 感兴趣的市民可以通过网络报名参
加， 希望通过活动的举办， 让更多湖南市民亲身感
受休闲体育带来的欢乐氛围， 更加了解青岛。

省太极拳健身活动月启动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胡泽

汇）今日上午，“城头山杯”常德市第
三届太极拳健身活动月启动仪式在
澧县举行，这标志着我省第三届太极
拳健身活动月正式拉开帷幕。近千名
太极拳健身爱好者组成17支表演队
在现场以拳会友，一展风采。

目前， 我省太极拳运动爱好者
达到30万人，太极拳健身活动月已
成为我省全民健身运动的一大品
牌。为推广普及太极拳运动，省太极
拳协会积极开展太极拳进学校、进
社区、进乡镇、进机关、进军营、进企
业的“六进”活动，将在全省各市州
开展丰富多彩的太极拳主题活动，
展示太极拳运动魅力。

省太极拳协会秘书长黄建良
介绍：“我们力争将第三届太极拳
健身活动月覆盖全省更多的地区，
让更多的太极名师走进基层，把太

极拳运动免费送进社区、 机关、乡
村、企业、学校，引导更多的人练习
太极拳， 享受太极拳运动带来的健
康生活。”

图为
澧县一完
小的学生
代表正在
表演太极
拳。
陈放 摄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8日电 当地时间5
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克里姆林
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普京热烈
欢迎习近平应邀前来出席纪念卫国战争胜
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 习近平感谢
普京的盛情邀请。 两国元首在亲切友好的
气氛中， 就中俄关系和彼此关心的重大国
际和地区问题充分交换意见， 一致同意中
俄要共同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和
国际公平正义，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

习近平指出， 很高兴来莫斯科出席纪
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 中国和俄罗
斯分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和欧洲主战
场， 都为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胜利付
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两国人民

也在并肩战斗中结下了深厚友谊。 中俄两
国今年分别举办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
年系列庆祝和纪念活动，目的是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更是要同各国人民一道，珍爱和
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共创全人类和平与
发展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强调，我们愿深化同俄罗斯人
民传统友谊，推进双方发展战略对接，规划
两国友好合作新未来，推动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继续保持高水平发展，促进
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安全、稳定。

普京高度评价俄中两国关系发展水
平， 指出俄中是真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 在各领域各层面都开展了卓有成效
的交流合作。

普京表示， 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
对俄中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历史贡
献的评价。 两国今年将举办庆祝和纪念
活动， 反对任何企图否认和歪曲历史的
图谋， 反对任何美化法西斯和军国主义
分子、抹黑解放者的行为。

关于中俄务实合作，两国元首商定，
将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俄方欧亚
经济联盟建设对接，从战略高度、以更广
视野全面扩大和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扩
大相互开放，深化利益交融，更好促进两
国发展振兴，拓展欧亚共同经济空间，带
动整个欧亚大陆发展和稳定。

两国元首同意，挖掘合作潜力和优势，
扩大两国能源、农业、高铁、航空、航天、金
融投资领域、基础设施建设、远东开发等方

面合作，扩大两国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等
人文领域合作，继续办好青年友好交流年、
媒体交流年活动，积极加强两军交流。

两国元首同意加强在上海合作组
织、 金砖国家、 二十国集团框架内的合
作。双方还就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问题
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
见， 一致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
沟通和协调。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
了《中俄两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关
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
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了能
源、交通、航天、金融、新闻媒体等领域多
项合作文件的签署。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据新华社莫斯科5月8日电 中国和
俄罗斯8日在莫斯科签订协议，合作开展
“中俄苏霍伊商用飞机项目”合作，计划
在中国陕西省建设俄罗斯商用飞机运维
中心。 此次项目的签订意味着俄罗斯商
用飞机首次进入中国航空市场。

“中俄苏霍伊商用飞机项目”是由陕
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管委会、 俄罗斯
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公司、 苏霍伊商用飞
机公司、 俄中投资基金和新世纪国际租
赁有限公司等共同实施的。 项目运营中
心将落户位于陕西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的
“中俄丝路创新园”。

据悉，目前占地4平方公里的“中俄
丝路创新园”第一期工程已经开工建设。
根据协议， 中俄各方同意共同实施苏霍
伊商用飞机融资租赁项目， 支持苏霍伊
超级喷气飞机SSJ-100在中国分销。苏霍
伊商飞公司将以西咸新区为中心拓展中
国乃至整个亚洲市场。

SSJ-100是俄罗斯通过国际合作按
西方适航标准设计的民用飞机。 机型分
60座、75座和95座布局。2005年以来，
SSJ-100飞机已接到300多架订单，成功
交付100余架。

俄商用飞机
将首入中国市场

据新华社俄罗斯新罗西斯克5月8日电 中俄“海上联合
-2015（Ⅰ）”军事演习中方总导演、中国海军副司令员杜景臣
海军中将当地时间8日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市表示，根据中俄
两军年度交往计划，“海上联合-2015（Ⅰ）”将于11日至21日
在地中海海域举行。

杜景臣介绍，此次演习的课题是维护远海航运安全，演习
的主要课目内容包括海上防御、海上补给、护航行动、保证航
运安全联合行动和实际使用武器演练。根据演习任务需要，中
俄双方共派出9艘水面舰艇参演。此外，为执行海上护航、解救
被劫持船舶、搜救等非传统海上安全任务，双方还将派出直升
机、特战分队等参演。

杜景臣强调， 此次演习目的是深化中俄两国友好务实合
作， 增强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能力，“不针对第三
方，与地区局势无关”。

据新华社俄罗斯新罗西斯克5月8日电 由中国海军导弹
护卫舰临沂舰、导弹护卫舰潍坊舰、综合补给舰微山湖舰组成
的中俄“海上联合-2015（Ⅰ）”军事演习中方参演舰艇编队，
当地时间8日上午抵达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市。

中俄海军将举行海上联演
中方参演舰艇编队抵俄

英国保守党赢得议会超半数议席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赢
得议会下院选举。卡梅伦8日拜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受命组
建新一届政府。

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轻松赢得议会下院过半数席位，令
众多英国媒体和民调机构大跌眼镜。这些机构先前预测，保守
党与工党势均力敌，这两个政党都可能联手其他政党，而后组
建联合政府。

英国7日结束议会下院选举，650个选区8日完成计票统
计。保守党收获331席，工党232席。保守党赢得过半数席位，能
够单独执政。

卡梅伦与妻子萨曼莎当天前往白金汉宫， 向女王伊丽莎白
二世正式请求组建新一届政府。卡梅伦回到首相官邸后，确认连
任并发表讲话。卡梅伦感谢选民的支持，称将继续致力于英国建
设。卡梅伦说，他将兑现承诺，于2017年就英国是否退出欧盟举
行公投。另外，新一届政府将赋予苏格兰地方政府更多权力。

至此，卡梅伦成为继撒切尔夫人之后，首名赢得连任的保
守党首相，而这也是保守党1992年以来首次单独执政。

卡梅伦连任首相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加强两国战略协作， 共同维护
世界和平和国际公平正义，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