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移民组织6月30日举行

特别理事会， 通过决议批准中国、 所罗门群岛和图
瓦卢的加入申请， 从而使该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总数
增加到165个。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过发言人发
表声明， 欢迎中国加入。

12部门就规范派出所开具证明
公开征求意见

公安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起草了《关于
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征求
意见稿）》和《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
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即日
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北京检方公布雷洋尸检鉴定意见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6月30日发布， 检察机关对

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进行了审
查， 确定死者雷洋符合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
死亡。 涉案警务人员在执法中存在不当行为， 北京
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已报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
准对邢某某、 周某以涉嫌玩忽职守罪依法逮捕。

（均据新华社电）

� � � � 经中央军委
批准，火箭军部队
7月1日启用穿着
新式礼（常）服。火
箭军6月30日下午
隆重举行换装仪
式，这标志着组建
50周年的战略导
弹部队，从此拥有
了一套具有自身
特色、与使命任务
相配套的独立军
种礼（常）服。图为
身着新式春秋常
服的火箭军士兵。

新华社发

国防部就南海问题答问

中国军队寸土必保
据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在国防部6

月30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吴谦就南海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针对有分析认为，美国3艘“宙斯盾”
驱逐舰在南海地区进行巡逻，是针对南海
仲裁案对中国施压，吴谦说，美国舰机频
频到南海来，无非就是想炫耀武力，干扰
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决心与意志。
美方此举是在南海搞军事化，威胁地区的
和平与稳定。 必须明确指出，美方打错了
算盘。 吴谦表示，中国军队历来“不怕鬼、
不信邪”，不是中国的我们一分不要，该是
中国的我们寸土必保，这是中国意志和能
力的必然选择。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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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6月3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杜特尔特， 祝贺其
就任菲律宾共和国第十六任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 中菲两国是
搬不走的邻居， 睦邻友好是两国关系上
千年的历史传承， 也是必须坚持的正确

方向。 今天， 中菲关系发展面临着重要
机遇， 我愿同总统先生共同努力， 推动
中菲关系走向改善， 实现健康稳定发展。

我相信， 只要我们秉持诚意和善意， 坚
持互信和合作， 就一定能够开创中菲关
系和中菲合作的美好未来。

� � � �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记者 蔡矜宜
张颐佳）“长房杯”2016中国长沙国际名
校赛艇挑战赛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该
赛事将于7月20日至26日在湘江内河航
道橘子洲头到湘江一桥的水域之间进
行。届时，剑桥、哈佛、耶鲁、北大等22所
中外名校将派队参赛。

本次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
管理中心、湖南省体育局、长沙市体育局、
长沙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比赛将进行大
学男子8人艇2000米、 大学女子8人艇

2000米两个项目的争夺。 组委会负责人
介绍， 开幕仪式上还将特别设置4000米
混合接力推广赛，每支队伍8人参加，每两
人一条双人艇，分别设立4个接力点。

作为我省目前举办的最高水平的
国际赛艇赛事，组委会希望将国际名校
赛艇挑战赛打造成为长沙标志性品牌
赛事活动，长沙市体育局党委书记江哲
明表示，希望借助本次挑战赛，吸引中
国赛艇协会将“中国赛艇大师赛”等更
高规格赛事放在长沙举办，以全面提升

长沙的影响力。
发布会上还透露， 长沙市近日成功

申办2019年第二十七届中日韩青少年
运动会， 这也是长沙首次承办国际综合
性运动会。江哲明介绍，每年8月23日至
29日，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在三国轮流
举办，共设有举重、田径、手球、足球等11
个项目。“这是我们首次申办该赛事即获
得承办权， 届时，2019年完工的长沙市
新地标‘长沙市全民健身中心’将为赛事
提供优质场地设施。”

长沙举办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 剑桥哈佛7月湘江争流

习近平电贺杜特尔特就任菲总统 国务院印发《决定》

宣布失效一批国务院文件
据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 国务院

日前印发《关于宣布失效一批国务院文件的决定》。
《决定》指出，在前期已宣布失效一批国务院文件的基

础上， 国务院对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务院和国务院办公厅名
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旨在推动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

《决定》指出，对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或没有法律法规
依据，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严重束缚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
活动，设立的审批事项已取消或下放，或不同文件对同一事
项重复要求、 规定不一致等的506件国务院文件宣布失效。
凡宣布失效的国务院文件，自《决定》印发之日起一律停止
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火箭军新装亮相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75 6 3 0
排列 5 16175 6 3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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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企助力马来西亚
新轻轨线通车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梁超）今天，马来西亚安邦线延伸
线与Kelana� Jaya延伸线2条线路同时开
通，担当本次载客运营任务的列车来自中
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马来西亚首相
纳吉布出席仪式并乘车体验，感谢包括中
国中车在内的企业对工程建设开通作出
的努力。

安邦线作为马来西亚的第一条标准
轨线路，是大马最长的轻轨线。 中车株机
董事长、 总经理周清和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安邦线轻轨车辆现已实现马来西亚本
地化生产，中车株机东盟制造基地位于马
来西亚北部霹雳州巴都牙也地区，以轨道
交通机车车辆的新造为主， 兼备大修、维
保服务及进出口贸易功能，具备每年新造
100辆动车组、 地铁、 轻轨车辆、 机车与
150辆轨道车辆修理能力。 基于马来西亚
在东盟的影响力，中车株机将把马来西亚
作为走向海外，巩固海上丝绸之路成果的
第一个点，进而向东南亚其他地区拓展。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