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发生6.5级地震
据新华社东京4月15日电 据日本媒体15日报道， 日本九

州14日晚发生的6.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9人死亡、950多人受伤。
当地时间14日21时26分（北京时间20时26分），日本九州

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11公里。 本次地震震感强烈
并伴随多次余震。 剧烈晃动导致房屋倒塌、道路塌陷，一些民
众被困或被压， 数栋民宅在地震中被烧毁。 据熊本县警方统
计，地震已造成9人死亡、950多人受伤。

据中国驻日本福冈总领馆消息， 目前没有收到中国公民
受伤报告，领馆正在进一步确认相关信息。

责任编辑 肖丽娟 李特南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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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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43 3 9 0 7 5 0 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4257647.72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099 3 3 2
排列 5 16099 3 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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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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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澳大利
亚总理特恩布尔。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澳关系保持积极
发展势头， 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日益密切。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对澳关系， 愿同澳方一
道，在互信互利原则基础上，更好对接两国

发展战略，拓展互利合作，做大共同利益“蛋
糕”，更多更好造福中澳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把握两国关系发
展正确方向，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确保中澳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希
望双方做好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同澳方
“北部大开发”计划、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同澳方“国家创新与科学议程”的对接，
实施好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探讨开展更多
务实合作项目，推进司法执法、防务等领
域交流合作。 中澳友好根基在民间，双方
可以在签证便利化等方面采取更多措施，
促进旅游、教育以及地方等领域人文交流
合作。 中方重视澳大利亚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的作用， 愿同澳方加强在二十国集
团、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等机制和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框架内合作，为促进
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

特恩布尔表示， 澳大利亚愿加强同
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沟通协调。 我期
待着来华出席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

习近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

� � � �经国务院批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印发《关于2016年调整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为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
总体调整水平为6.5%左右。

此次养老金调整， 意味着自2005年
以来， 我国已经连续12年调整提高养老
金待遇水平。

涨幅为何是6.5%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养老金调

整幅度的确定，需要考虑保障基本生活、
分享发展成果、基金可负担三项原则。一
些专家表示， 通常而言养老金上调幅度
不低于物价上涨、 不高于在岗职工工资
增长幅度，都属于合理区间。

记者采访了解到， 此次养老金上调
6.5%左右， 主要基于统筹考虑养老金现
有水平和物价指数（CPI）变动。过去三
年，我国CPI一直保持在3%以内，6.5%左
右的调整幅度可以确保养老金购买力不
降低。

哪些群体将明显受益
与往年相比， 今年最大变化在于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按照基本养老金调整办
法调整待遇， 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企业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首次同步调整养老待遇。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
说，6.5%左右的调整幅度是指全国总体平
均水平而言的， 并不意味着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都按6.5%来调整， 更不是

每个退休人员都按6.5%增发养老金。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调整中，将实行定

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三结合”的
办法。 定额调整是每人每月统一标准增加
同等金额； 挂钩调整主要根据缴费年限相
应增加养老金； 适当倾斜则主要是对高龄
退休人员和艰苦边远地区企业退休人员等
群体倾斜。 因此至少三类退休职工群体将
在此次调整中明显受益： 缴费年限长的退
休职工；艰苦边远地区退休职工；高龄退休
职工。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养老金“十二连涨” 哪些群体明显受益

今年中央部门
预算公开大幕开启
约百家中央部门将“晒”细账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15日，财政部对外公开其2016
年部门预算，也拉开了2016年中央部门预算公开的大幕。 据
悉， 今年报送全国人大审议的中央一级预算单位的部门预算
共计100个，未来几天将陆续向社会公开。

今年是中央部门连续第七年推进部门预算公开， 也是按照
新预算法公开中央部门预算的第二年。 2015年共计100个中央
部门在预算法规定的时间内，于4月17日公开部门预算和“三公
经费”预算，今年公开时间提前，公开内容也更加丰富和细化。

央行：
对信用卡透支利率设上下限
取消滞纳金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15日发布《关于
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取消现行统一规定的信用卡透
支利率标准，实行透支利率上限、下限区间管理，上限为现行
透支利率标准日利率万分之五， 下限在日利率万分之五的基
础上下浮30%。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对信用卡利率设置上限和下
限，待时机成熟再全面实施市场定价，有利于发卡机构在过渡
期内积累定价数据和经验。

通知取消了关于透支消费免息还款期最长期限、 最低还
款额标准以及附加条件的现行规定， 由发卡机构基于商业原
则和持卡人需求自主确定；取消滞纳金，由发卡机构和持卡人
协议约定违约金；取消超限费，并规定发卡机构不得对服务费
用计收利息。

现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信用卡免息还款期最长为
60天、首月最低还款额不得低于当月透支余额的10%。 人民银行
有关负责人表示， 取消上述限制旨在赋予发卡机构更多自主决
策空间， 由其根据自身经营策略和持卡人风险等级灵活组合免
息还款期和最低还款额待遇，为持卡人提供多样化选择。

外交部发言人：
美菲南海联合巡航
毒化地区国家间关系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对于有报道称美国和菲律宾已
启动南海联合巡航，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5日表示， 美菲有关
行动毒化地区国家间关系， 激化地区矛盾， 引发地区紧张，
损害南海和平稳定。

陆慷表示， 有关行动恰恰证明了谁才是南海军事化的真
正推手。

陆慷是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做上
述表示的。 据报道， 美国防长卡特在访问菲律宾期间， 与菲
律宾防长加斯明会晤后共见记者时称， 两国已于3月启动南
海联合巡航。

中超第5轮鲁能上港双双获胜
强队逐渐找回感觉
� � � �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王亮）
上赛季的几支强队逐渐找回感觉。今天
进行的中超第5轮比赛中，山东鲁能队3
比1战胜吉林延边队，上海上港队主场1
比0击败广州富力队。

作为上赛季的前三名， 前3轮只有
恒大队表现还算正常，上港队和鲁能队
有些准备不足， 其中上港队2平1负，鲁
能队1胜2负，排名都靠近降级区。

从上轮开始，两队表现开始回暖，上
港队4比0大胜辽宁宏运队， 鲁能队0比0

战平上海申花队，本轮他们保持了状态。
上港队与富力队的比赛中，上港队一

直占据优势，第85分钟上港队攻入富力队
小禁区， 埃尔克森在一片混乱中射门成
功。鲁能队在主场迎战延边队的比赛中也
牢牢掌控局势， 最终凭借阿洛伊西奥、刘
彬彬以及对手的乌龙球，3比1获胜。

加上2比1逆转击败河南建业队的
广州恒大队， 中超上赛季前3强本轮全
部取胜，为他们下周即将展开的亚冠小
组赛赢得一个好的心态。

� � � �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王亮）中
国男篮中锋、 效力于CBA新疆队的周琦
今天正式宣布， 将参加2016年NBA选秀
大会。 如能顺利选中， 他将成为继王治
郅、巴特尔、姚明、易建联、孙悦之后的第
6位登陆NBA的中国球员。

周琦今年20岁，上赛季CBA联赛他代
表新疆队出战42场， 场均15.8分、9.8个篮
板、3.2个盖帽。 去年在长沙进行的男篮亚
锦赛上，他表现出色，是中国男篮重返亚洲
之巅、夺得里约奥运会入场券的主要功臣。

今年3月11日，周琦赴美国训练，当时
就有消息称他将参加今年的选秀。经过1个
月的训练后，其参选的消息终于确认。这也
表明周琦此次在美国的训练效果很不错，
或者已有球队对他表示了强烈兴趣。

NBA已经连续4个赛季没有出现中
国球员的身影。 上一次有中国球员征战
NBA还要追溯到2012年5月4日， 易建联
在季后赛代表小牛队迎战雷霆， 此后易
建联就回到了CBA。 今年的NBA选秀将
于6月24日在纽约举行。

下一个登陆NBA的中国人？
周琦宣布参加2016NBA选秀

� � � � 新华社上海4月15日电 国家统计局15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国民经济开局良
好，首季GDP增速为6.7%。专家认为，系列经
济指标回升显示经济出现企稳迹象，预计全
年将呈现“前低后高”趋势。

“尽管一季度GDP增长速度比去年一
季度和四季度都略低，但仍然运行在6.5%至
7%的合理区间。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
来运表示，一季度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
的发展态势，结构调整深入推进，新兴动能
加快积聚， 一些主要指标出现积极变化，国
民经济开局良好。

数据显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齐发力。1至3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7%，增
速比上年全年加快0.7个百分点，比今年1至
2月份加快0.5个百分点； 零售消费稳定增
长，1至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
长10.3%，增速比今年1至2月份加快0.1个百
分点；出口终结了连续8个月下滑的势头，出
现18.7%的正增长，超过市场预期。

春江水暖鸭先知，工业企业已明显感受
到“回暖”。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开年以来，螺
纹钢、线材及冷轧板等钢材品种涨幅都超过
30%，领跑整个工业品市场。

“钢材涨得这么猛，主要是前期‘去库
存’力度很大。 一碰到房地产转暖和基建力
度加大，钢价立马报复性反弹。”江苏西城钢
铁国贸公司总经理王仲良告诉记者。

已公布的3月份经济指标数据显示，我
国经济回暖趋势有望延续，不少机构近期上
调了对我国2016年全年GDP增幅预期。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将中国2016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
0.2个百分点至6.5%； 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指
出，近期中国经济显现乐观信号，其中以制
造业回暖尤为突出，预期经济增长动力将改

善，将中国全年GDP增长预期从6.6%上调至
6.7%； 中金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表示，将
2016年中国GDP增速预测从此前的6.8%上
调至6.9%。

中金公司研究员梁红指出，在投资回暖
的带动下，中国经济现企稳迹象，并且社会
融资总量持续上升， 这将带动GDP增速回
升。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当前
经济仍有下行压力，但环境有所改善，需求
呈现回升，价格开始反弹。 二季度之后随着
前期大量“稳增长”政策逐渐释放效力，当期
政策力度逐渐加大，企业补库存意愿逐渐增
强，将持续有效地提振需求，经济运行将继
续趋稳转好。 预计2016年经济增速在7%左
右，全年经济增长呈“前低后高”态势。

“三驾马车”齐发力

一季度国民经济开局良好
2016年我国一季度GDP增长6.7%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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