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图为6月
12日，人们在
美国佛罗里
达州奥兰多
市警察局总
部外拥抱。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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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蔡矜宜）首届湖南省足
球协会超级联赛11日在中南大学新校区体育场拉开战
幕。首轮比赛没有出现平局或爆冷，实力较强的湖南体
彩、长沙四海、芒果巴和株洲狼腾队顺利拿到3分。

作为全国首创的省级业余足球联赛， 今年的湘
超是以去年湘甲前八名球队为班底组建， 分别是湖
南体彩、长沙四海、湖南广电芒果巴、株洲狼腾、湖南
湘成、衡阳润峰、郴州盛禾和湘潭敬汇队。

联赛将于6月至9月在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
州等地，按照主客场制进行56场比赛，冠亚军球队将
代表湖南参加全国丙级联赛。

省足协秘书长安忠介绍， 今年的湘超联赛引
入了“外援”概念。“这里说的‘外援’不是指外国
籍球员，而是指非湖南籍球员。即每支湘超球队可
以引进5名非湘籍球员，每场比赛大名单可以报4
人、3人上场。”同时，只要是本赛季未注册的职业
球员都可以参赛，这将会使湘超更具观赏性。

12强赛国足主场8选5

长沙跻身候选名单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王亮）中国足协官方网站今天

公布关于2018年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国足主场承办城市候
选城市名单，长沙名列其中，余下7个城市是沈阳、西安、武汉、
北京、贵阳、昆明和重庆。

中国足协在通知中说道：“5月31日在京召开了12强赛国家
队主场城市的申办陈述会议，长沙、昆明、武汉、沈阳、西安、南宁、
南京、大连、天津、重庆、广州、贵阳、北京、曲靖等14个城市进行了
申办陈述。根据国家队12强赛主客场赛程，结合申办城市的地域、
气候、交通、场馆设施、足球氛围等相关情况，最终确定上述8个城
市进入候选。”

目前，国足12强赛9月6日首个主场已经确定在沈阳进行，
其他7座城市将在余下4个主场举办前三个月再分别组织一次
申办陈述。

记者从省体育局和长沙市体育局了解到， 长沙市以及贺
龙体育中心申办的具体场次是今年11月15日对阵卡塔尔和明
年3月23日对阵韩国的两场比赛，不过综合考量，更倾向于中
卡之战。

首届湘超联赛开幕

美加州高铁局：

美国枪击案50人死亡
另有53人受伤，事发一夜总会

� � � �据新华社洛杉矶6月11日电 负责美国第一条高速铁路
建设的加利福尼亚州高铁局近日表示， 美方在加州高铁项目
上与中方的接洽， 不会受到西部快线公司单方面宣布终止与
中国公司合作的任何影响。

加州高铁局新闻部门在回复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有
关西部快线的新闻对加州高铁项目没有任何影响。”

加州高铁局说，今年以来加州高铁项目取得很多进展，目
前线路已有约190公里土建工程开工。

去年， 加州高铁局曾就旧金山至洛杉矶一期工程初期运营
路段的建设方案征集美国和其他国家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包括中
国高铁在内的36家企业或企业联合体作出响应。加州高铁局在过
去几个月里分别与企业方举行了一对一会谈，未来将在方案确定
后进行项目招标。据悉，截至目前，中铁方面是唯一提交了包括设
计、轨道建设、机车、通讯信号等主体部分一揽子建设方案的意向
参与方。

与私人公司发起的西部快线项目不同，加州高铁项目由加州
政府发起，由专门机构加州高铁局负责项目实施，主要依靠政府
发债融资和具有公共性质的联邦财政资金。这一项目也是美国第
一个经过地方公民投票表决确认的高铁项目。

资料显示，一项发行99.5亿美元债券用于加州高铁建设的
提案2002年在加州参议院获得通过。该提案2008年又通过州
公民投票表决。2009年加州政府成功从《美国复兴与再投资
法案》授权的联邦公共资金中获得33亿美元保障。此外，加州
政府还计划从每年的碳排放交易所得中拨取25%的资金用于
加州高铁建设，并在2014至2016的两个财政年度中为此一次
性提供6.5亿美元。

与西部快线相比，加州高铁项目工程量更大。按照目前规划，
该高铁网络全程约1280公里， 将连接北部的州府萨克拉门托和
南部的美墨边境城市圣迭戈，途径旧金山、硅谷、中部谷地农业产
区、洛杉矶等加州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地区。该项目从硅谷到中部
谷地的首段工程计划在2024年完成，次年投入运营。

与中方接洽
不受西部快线事件影响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6068 0 7 0 0 2 7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0198744.68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57 6 0 3
排列 5 16157 6 0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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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王亮

� � � � 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同
性恋夜店当地时间12日凌晨发生大规
模枪击事件。一名不明身份的男性枪手
闯入夜店开枪扫射并劫持人质，与警方
对峙。警方动用装甲车和炸药才攻入夜
店，击毙枪手，救出数十名人质。

这起事件造成50人死亡、53人受伤。
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把这起枪击案定性
为“恐怖袭击”。枪手的身份暂不清楚。

夜半枪声
枪击案发生在奥兰多市较受欢迎

的同性恋夜店“脉动”。奥兰多市警方介
绍，当地时间凌晨2时左右，枪手携带一
支突击步枪、一支手枪和“其他装置”来
到这家夜店门前。 枪手在店外开枪，与
一名正在执勤的警察交火，而后进入夜
店，劫持多名人质。事发时正值周末，不
少人到夜店寻欢作乐。多名目击者和警
方消息人士说，当时场内共有100多人。
暂不清楚其中具体多少人被劫持。

当地时间凌晨5时左右， 警方决定利
用控制爆破和装甲车推倒夜店外墙，攻入
店内。 枪手在与警方的交火中被击毙，至
少30名人质被救出。警方随后在枪手身上
以及车内发现“可疑装置”，并将其处理。

目击者说
目击者理查德·内格罗尼告诉英国

《卫报》记者：“我们听到枪声响起，持续
不到一分钟，但感觉很久。之后有一段
短暂的平静，我们四散逃命。所有人都
吓得趴在地上，有人压在我身上，我没

有看清（有多少名枪手）。”
另一名目击者安东尼·托雷斯接受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认为不
止一人参与了当晚的枪击案。 不过，警
方随后澄清说，没有其他目击者证实看
到过第二名枪手。

极端倾向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奥兰多警方在

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把这起枪击
案定性为“恐怖袭击”。联邦调查局正在
调查枪手是否为“独狼”或与海外恐怖
组织有关联。

联邦调查局官员说：“不管这是一起
国内恐怖行动还是国际恐怖行动，这属于
恐怖主义。目前我们正在从各个角度调查
此事。我们得到情报暗示，枪手可能有极
端思想倾向。但我们眼下还不能确定。”

奥兰多警察局长米纳说：“看起来
枪手是有备而来，经过策划组织。他不
是本地人。”米纳说，这起恐怖袭击与10
日发生的枪击案貌似没有关联。

10日晚，因参加歌唱选秀节目《美
国好声音》 出名的女歌手克里斯蒂娜·
圭密在奥兰多一场演唱会结束后，被一
名男子开枪打死。这名男子行凶后当场
自杀。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国务院
日前印发《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
见》）。

《意见》 提出， 要健全褒扬和激励

诚信行为机制。 对诚实守信的市场主
体， 探索建立行政审批“绿色通道”，
优先提供公共服务便利， 优化行政监管
安排， 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并积极向市
场和社会推介， 引导各方面提供优惠和
便利， 使守信者获得更多机会和实惠，

进一步提高守信收益。
《意见》 提出， 要健全约束和惩戒

失信行为机制。 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严重破坏市场公平
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 拒不履行法
定义务、 严重影响司法和行政机关公信

力， 拒不履行国防义务、 危害国防利益
等严重失信行为， 要依法依规实施行政
性、 市场性、 行业性、 社会性约束和惩
戒措施， 大幅提高失信成本。 完善个人
信用记录， 推动联合惩戒措施落实到
人。

国务院印发《意见》

守信联合激励 失信联合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