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8日表示，
中国政府愿同美国新任驻华
大使共同努力， 推动中美关
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此前， 美国当选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宣
布，艾奥瓦州州长特里·布兰
斯塔德将被提名为美国驻华
大使。一些美国媒体报道说，
布兰斯塔德已经接受提名。

现年70岁的布兰斯塔德
1983年至1999年以及2011
年至今担任艾奥瓦州州长，其
间多次访华，被认为是对华友
好的美国政界人士之一。

“布兰斯塔德州长是中
国人民的老朋友。” 陆慷在
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
问时说， 担任州长期间，布
兰斯塔德为推动中美交流
合作作出了很多努力。“我
们希望他能为推动中美关

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陆慷表示， 美国驻华大使这一职务是联

系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重要桥梁。 无论谁
担任这一职务，中国政府都愿同他共同努力，
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责任编辑 李特南 周倜 蔡矜宜

据新华社首尔12月8日电 2016年三星杯世界围
棋大赛决赛三番棋最后一局8日在韩国高阳市战罢，
中国棋手柯洁193手以两目半优势战胜柁嘉熹， 总比
分2比1逆转卫冕。这是柯洁第二次获得三星杯决赛的
胜利。在上届三星杯赛事中，柯洁以2比0战胜时越，成
为三星杯举办以来最年轻的冠军。本次比赛中，他分别
击败李东勋、周睿羊、李世石晋级决赛。决赛三番棋首
局失利后，柯洁背水一战，连扳两局获得冠军。

赛后谈及颇受关注的“人机大战”时，柯洁说：“目前
棋手之间的比赛众多，我放弃了与（日本人工智能围棋软
件）DeepZenGo的对局。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还不能打
败‘阿尔法狗’，今后需要更加努力。”

柯洁卫冕三星杯
坦言不能打败“阿尔法狗”

欧冠16强出炉

小组第二 豪门扎堆
湖南日报12月8日讯（记者 蔡矜宜）北京时间8日，

2016-2017赛季欧冠小组赛全部战罢， 波尔图和塞维利
亚队成为最后两支出线的球队，皇马、拜仁、曼城等多支
强队扎堆小组第二。

8日凌晨，多特蒙德凭借奥巴梅杨的1射1助攻，最后时
刻2比2逼平皇马，“抢走”小组头名的同时，6场小组赛共打入
21球，也创造了欧冠历史之最。G组比赛中，已经提前锁定小
组第一的莱斯特城0比5惨败于波尔图，后者晋级淘汰赛。塞
维利亚0比0战平里昂队，拿下最后一张16强入场券。

意甲的尤文图斯和那不勒斯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跻身
淘汰赛，英超的阿森纳和莱斯特城也作为领头羊昂首出线，
巴萨和马竞则分别力压曼城和拜仁头名晋级。 因传统豪门
皇马和拜仁，以及欧洲新贵曼城和巴黎均以小组第二出线，
届时淘汰赛很可能出现豪门对决提前上演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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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8日就巴基斯坦一架客机失事坠毁向巴
基斯坦总统马姆努恩·侯赛因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 惊悉贵国
不幸发生客机失事事件， 包括1名中国

公民在内的全部乘客和机组人员不幸遇
难。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并
以我个人的名义， 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
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在此艰难时刻， 中国人民坚定同巴基斯

坦人民站在一起。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8日就巴基斯坦一架客机失事坠毁向
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致慰问电。

李克强在慰问电中表示， 惊悉贵国

不幸发生客机失事事件，包括1名中国公
民在内的全部乘客和机组人员不幸遇
难。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并以个人名义，
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
表示诚挚的慰问。

就巴基斯坦民航客机失事

习近平向巴总统侯赛因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巴总理谢里夫致慰问电

� � � � 早在美国大选期间， 就有传言说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艾
奥瓦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可能会成
为他首选的驻华大使。 当地时间7日，
候任总统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在媒体猜
测声中正式宣布了这一消息。

特朗普为什么会选择布兰斯塔德？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 特朗普的选择，
至少有3个重要考量。

首先也是最引人注目的， 是布兰
斯塔德与中国有多年交往， 长期致力
于推动美中友好合作。

布兰斯塔德现年70岁， 1983年首
次出任艾奥瓦州州长时年仅36岁， 是
当时美国最年轻的州长。 在他主持下，
艾奥瓦州当年即与河北省结成友好州
省关系。 次年， 他便率团首次访问中
国。 1983年至1999年， 2011年至2016
年， 他先后6次出任艾奥瓦州州长， 成
为美国历史上任职最久的州长， 其间
多次访问中国。 由于长期致力于推动
美中友好合作， 他成为美国政界对华
友好的知名人士之一。

其次， 特朗普认为布兰斯塔德懂贸
易。 大选期间， 特朗普在艾奥瓦州西北
城市苏城一次竞选集会上公开表示， 没
有人比布兰斯塔德更懂得贸易， “他会
是我打理中国事务的首要候选人”。

分析人士指出， 艾奥瓦州是美国
中部农业州， 布兰斯塔德虽然支持自
由贸易， 但理念上更侧重于增加出口。

特朗普竞选主张反自由贸易色彩强烈，
但主要反对的是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
和本土工作机会流失， 并非主张美国
关起门来自给自足， 不与世界各国做
生意。 布兰斯塔德关于设法增加美国
出口的理念与他投合。

中国是艾奥瓦州第二大出口市场。
当地媒体在报道中， 期望布兰斯塔德
出任驻华大使后， 艾奥瓦州能向中国
出口更多大豆和猪肉。

第三， 布兰斯塔德是少数较早就
公开表态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共和
党州长之一， 因此赢得了特朗普的信
任。 艾奥瓦州传统上支持共和党， 今年
共和党在该州竞选成绩更加不俗， 在
全州99个县中赢了93个县。 在国会选
举中， 艾奥瓦州的两个联邦参议员席
位和3个联邦众议员席位都由共和党获
得。 共和党在艾奥瓦州取得如此成绩，
布兰斯塔德功不可没。

特朗普过渡团队宣布新任驻华大
使人选后， 美国商界人士纷纷表示欢
迎。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傅强恩
表示， 中美商业关系对美国各州经济
和地方经济十分重要， 布兰斯塔德对
此有着第一手的观察和了解。 美国大
豆协会主席理查德·威尔金斯说： “全
球贸易对美国农业特别是美国大豆生
产商有着巨大影响。 新政府内部有理
解和重视这一影响的声音， 这是极其
重要的。”

此间也有观察人士认为， 不宜过度
解读特朗普涉华人事安排。 美国媒体、
智库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由于特朗普
尚未上任， 其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全球
外交战略仍具有不确定性， 人们应耐心
观望。 （新华社华盛顿12月8日电）

特朗普为何
选布兰斯塔德当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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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分析

� � � �针对近期部分地区出现的套骗取新农合基金等违规现象，国家卫生计生委12月将联合财政、审计、公安等部门，在全国开展新农合
基金监管专项督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和震慑力度。此次督查将全面复核异地就医大额发票，消除犯罪分子通过假发票骗取新农
合资金的隐患。

� � � �新农合是我国农民基本医疗服务
的重要保障制度， 覆盖97%以上的农
村居民。 国家卫生计生委数据显示，
2016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人均补
助标准达到420元， 政策范围内门诊
和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稳定在50%
和75%左右。近年来，随着新农合保障
能力不断提高，这份“救命钱”渐渐成
了欺诈套取的“唐僧肉”。

记者调查发现， 从前徘徊在北京
等大城市三甲医院门口的“号贩子”，
如今不少人已变成“票贩子”。他们伪
造、贩卖新农合报销手续、单据，号称
“一张身份证能开全套报销单据”，几
套新农合票据甚至可报销几十万元。

“票贩子”多以团伙化、专业化的
形式， 伪造异地治疗病历报销骗保，
从中获取介绍费。 有关部门通报显
示，2015年以来，福建省漳州市检察
机关共审查起诉诈骗新农合资金案
件10起28人， 均为犯罪分子网购虚
假省外住院发票等材料，伪造“一整
套”住院票证，假借患重病到外省医
院治疗，利用医疗信息联网漏洞骗取
医保金。

一些基层乡镇卫生院修改患者病
历，伪造增加用药次数，将低价药换成
高价药， 将不能报销的病种偷换成可
报销病种，或通过“挂床住院”“频繁住
院”等方式骗保。国家卫生计生委通报
显示，2016年8月，广西南宁市邕宁区
蒲庙镇卫生院被举报通过“分解住院”
等方式套取新农合资金，仅2015年12
月就有200多人出现“一次住院、两次
记录”的情况。

� � � �随着新农合基金总额增加， 以及社
会流动性增大、就医流向变化，不法分子
开始钻新农合管理的空子。 有关专家指
出，近期出现的案例，反映出新农合制度
中仍然存在监管体系有待加强、 制度建
设有待完善、信息化建设滞后等问题。

———异地就医监管难。记者调查发
现，跨省异地就医是新农合骗保的惯用
伎俩。异地就医的参合患者，自行垫付
医疗费用出院后，带着诊断证明、住院
病历、费用明细清单、收费依据等单据，
回所属乡镇审核报销。由于各地付费标
准不同、收费票据款式不一，公立医院
开具的财政监制票据防伪性不强，地方
农合部门、医疗部门审核时较难分辨。

据了解，新农合经办机构大都通过
电话核实报销者是否住院，因就医人数
众多，无法每个发票都查；一些大医院
业务繁忙，无暇理会此类询问。有的医

疗机构还与不法分子合伙做伪证。
———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尚未建

立。目前，国家级新农合信息系统基本建
成，国家信息系统与各省系统逐步互联，
省级平台和医疗机构平台并未全部联
网。 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司监察专
员聂春雷曾表示，我国医疗机构众多，过
去信息化建设滞后，导致“一个医院一个
信息系统”“一个医院一个孤岛”，犯罪分
子钻了全国医保系统尚未联网、 异地审
核难度大的空子。

———基层医疗机构管理存在违规
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
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 乡镇卫生院屡
屡发生小病大治、挂床住院、虚开治疗费
用等问题，违规现象频现。如2015年贵
州某市破获的一起骗取新农合基金案
件，涉案金额高达3400余万元，监管部
门的失位难辞其咎。

� � � � 农民“救命钱”屡遭套取、欺诈，损
害了农民切身利益及对新农合制度的
信心，减弱了社会保障、扶贫工作的实
施力度，降低了群众的“获得感”。

为方便近3亿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
人口异地就医问题，国家相继推出“医保
漫游”政策。全国27个省份省内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辽宁、吉林等8个试点省份签署
新农合跨省就医联网结报服务协议，参
合患者在出院窗口直接结算报销。 国家
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司监察专员聂春雷
表示，全面“医保漫游”可有效减少新农合
骗保行为。

专家认为， 新农合是国家福利和基
本保障。一方面需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参
合农民诚信意识和守法意识； 另一方面
还需对违法人员严肃排查、严厉追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等专家指出，需严格
执行审核报付标准，加强对医疗机构和
关键环节的审查，尤其要对异地就医大
额发票加强核查。同时，健全稽查制度
和违规追责制度，堵住基金不合理流失
渠道，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追缴资
金，及时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在长效机制方面，专家强调，杜绝
新农合资金“跑冒滴漏”必须实现医保
联网，还需加快信息化建设进程。2016
年5月， 国家卫计委会同财政部要求建
设完善全国新农合异地就医信息体系，
使其具备转诊、结算等管理功能，联通
定点联网医疗机构，实现异地就医信息
共享。专家指出，强化互联网信息化建
设，关联个人诚信档案，可有效杜绝假
发票等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农民“救命钱”不容骗取
“号贩子”变身“票贩子”
报销造假让“救命钱”流失1

管理有漏洞 骗保钻空子2

全面“医保漫游”亟待提速
违法行为必须严查3

� � � �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2月8日电 叙利亚副总理兼外
交部长穆阿利姆7日在会见到访的中国叙利亚问题特使
解晓岩时说， 叙方赞赏中国近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有关
阿勒颇局势的决议草案的立场，并对此表示感谢。

解晓岩7日抵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与穆阿利姆、
叙民族和解事务部长海德尔等叙方官员以及叙反对派代
表举行会谈。 穆阿利姆在会见中还强调了与中国发展各
领域合作关系的重要性， 并对中国为缓解叙人民所遭受
的苦难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解晓岩说，中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一己之私，中国
政府一贯采取的公正立场得到各方积极评价。 尽管叙利
亚问题谈判暂时陷入停滞，但中方为促进各方恢复对话、
推动叙问题政治解决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歇。

12月5日， 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阿勒颇局势的有
关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中国与俄罗斯、 委内瑞拉投票反
对，草案未获通过。中方认为，在决议草案未经充分协商、
各方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部分国家固执己见，强行推
动表决，这不利于叙问题的解决。

安理会有关阿勒颇局势决议案

叙利亚赞赏中国立场

� � � � 据新华社成都12月8日电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局长聂辰席8日在成都举行的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说，截
至2016年6月底，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5.14亿，占网
民总数的70%以上。强劲的市场需求，为网络视听不断发
展壮大提供了不竭动能。

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显示，当前网络视听节
目传播收看活跃。今年1至8月，全行业视频播放量比去年同
期增长55%， 网络自制内容播放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80%。
一部网络视听作品的点击量、播放量过亿，已经成为常态。

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达5.14亿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
印发《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再次公布取消114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决定》指出，2014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分六批取消
了319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本次再取消114项。
至此， 国务院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已取
消70%以上，基本完成确定的目标任务。

本次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中， 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资格7项，其中准入类3项，水平评价类4项，涉及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防雷、管理咨询等领域；技能人员职
业资格107项，均为水平评价类，涉及机械设备、食品加工
和农业、文化、轻工等多个领域。

国务院印发《决定》

取消114项
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美举行珍珠港事件
75周年纪念活动

� � � � 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75周年纪念日， 全美各地降
下半旗，举行纪念活动。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夏威
夷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造成美方近3600人死伤。

图为当日，在美国夏威夷州火奴鲁鲁，一名珍珠港
事件幸存者向军人敬礼。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 � � � 12月7日，美国《时代》周刊宣布当选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被评为2016年年度人物。

� � � �图为12月6日，布兰斯塔德在美国
纽约特朗普大厦对记者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