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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惠灵顿3月26日电 当地
时间3月26日下午，应新西兰总理比尔·
英格利希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
机抵达惠灵顿国际机场， 开始对新西兰
进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总理夫人程虹同
机抵达。

新西兰总理英格利希和夫人玛丽·
英格利希到机场迎接。 两国总理夫妇在

舷梯旁互致问候，亲切交谈。中国驻新西
兰大使王鲁彤也到机场迎接。

李克强表示， 我很高兴在中新建交
45周年之际访问新西兰。中新关系取得
长足发展， 长期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
系的前列。我期待通过此访，同新方就两
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 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 增进民间友

好，推动中新关系不断攀上新高峰。
李克强指出， 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依

然低迷，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
中新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多年前，两国率先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当
前形势下更应共同发出反对保护主义、
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积极信
号。这不仅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有助于

本地区和世界的稳定发展与繁荣。
访新期间， 李克强将同英格利希举

行多场会晤、 见证双边合作文件签署并
共见记者。 两国总理将在奥克兰共同参
观中新合作项目、 会见新中关系促进委
员会成员、出席人文交流等活动。李克强
还将会见新西兰总督雷迪、 工党领袖利
特尔等政要。

李克强抵达惠灵顿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

推动中新关系不断攀上新高峰

� � � �新华社济南3月26日电 记者26日从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了解
到，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对“于欢故意伤害案”依法启动审查调查。

近日， 媒体报道山东省聊城市于欢故意伤害案， 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 第一
时间抽调公诉精干力量全面审查案件， 将在这一案件二审程序中
依法履行出庭和监督职责。 对社会公众关注的于欢的行为是属于
正当防卫、 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等， 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 同
时， 成立由反渎、 公诉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 对警察在
此案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等问题， 依法调查处理。

“于欢故意伤害案”：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依法启动审查调查

� � �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记者 王亮）
省篮球协会今天在长沙召开2016年年
会，会上介绍了2017年的工作计划，帮
助湖南勇胜男篮做大做强， 为冲击
CBA做足准备是其中的重心。

省体育局副局长、省篮球协会主席
杨再辉总结了2016年的工作，并介绍了
2017年省篮协的工作计划：“要帮助勇
胜男篮做强做大，新赛季NBL联赛勇胜
男篮要保持进步，目标进入前6，并冲击
前4。 还要创新省内各大比赛的竞赛模
式，通过合理安排，保证从年头到年尾都
有比赛上演，从而大力发展篮球人口。最

后要在各市州以及县里全面推进篮球发
展， 举办更多的篮球赛事， 并加强教练
员、裁判员的培训工作。”

记者还从年会上了解到，CBA极
有可能在2019年进行扩军， 勇胜男篮
今年的目标制定和未来两年的发展计
划，都将围绕冲击CBA展开。

勇胜男篮刚结束在四川温江的集训
回到宁乡， 今天也亮相年会。 据介绍，
2017赛季NBL联赛将于5月底展开，本赛
季勇胜男篮计划投入2000万左右。引援
方面，本赛季球队计划引入三名外援，目
前中锋人选尚未确定。

省篮协年会透露湖南勇胜未来两年目标

为冲击CBA打基础

� � � �3月26日， 由长
沙市体育局主办的

“2017长沙城市马拉
松系列赛”首发站在
金星北路王府井广
场鸣枪开跑，2000多
名选手参加了全长
8.6公里的比赛。

湖南日报记者
苏原平 田超

摄影报道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034 2 2 7 3 6 5 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2 300000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078 6 3 3
排列 5 17078 6 3 3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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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4811

� � � �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6日电 26日闭幕的博鳌亚洲论
坛2017年年会发布促进经济全球化宣言， 呼吁世界各国政府
和全球企业界，坚持推进市场开放、包容性增长和经济合作，
确保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增长。

《宣言》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
球化带来的新问题，不在于经济全球化本身，是由于现行全球治
理体制同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不相适应所造成的。世界必须主
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改革全球治理体系。

———各国政府应视经济全球化为积极力量，在经济主权、
权利与义务公平对等的原则基础上， 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改
革，完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

———跨境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各国政府应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共同坚持和进一步推动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 并不断改革和完善多边贸易投
资机制和治理，确保全球共同繁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应
在加强自身改革的同时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 充分发挥跨国
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有效防止和减轻游资套利
和投机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冲击。

———技术创新以及知识与信息的跨境流动有助于缩小南
北差距、贫富差距。各国应开展灵活多样的跨境PPP合作模式
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促进知识与信息跨境流动的便利化，使之
惠及所有国家地区、所有阶层、所有群体。

《宣言》指出，博鳌亚洲论坛及全体会员愿意在上述诸方
面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向更加开放、
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闭幕

发布促进经济全球化宣言

� � � � 据新华社香港3月26日
电 林郑月娥26日在香港特
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
举中获得777张有效选票，当
选为香港特区第五任行政长
官人选。

根据香港基本法和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获

得600张以上有效选票即成
为行政长官人选。13时20分
许， 香港特区选举管理委员
会宣布： 林郑月娥获得777
票，曾俊华获得365票，胡国
兴获得21票。 林郑月娥成为
香港回归后首位女性行政长
官人选。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国务院港澳
事务办公室发言人26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结果发表谈话。

发言人表示， 此次行政长官选举严格按
照香港基本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和
香港特区有关选举法律进行， 选举过程公

开、 公平、 公正， 平稳有序。 林郑月娥女士
符合中央政府关于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
中央信任、 有管治能力及港人拥护的标准。
国务院港澳办已经收到特区政府呈报的选举
报告。 下一步， 中央政府将依法履行有关任
命程序。

国务院港澳办

� � � � 据新华社香港3月26日电 中央政府驻
港联络办负责人26日就林郑月娥在香港特
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中当选发表谈
话。该负责人对林郑月娥当选表示祝贺。他希

望林郑月娥不负众望，带领特区政府，广泛团
结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
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聚力经济发展和民生
改善，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努力开创新局面。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

声音

� � � �林郑月娥26日正式当选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
选。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从选举委员会选举开始至行政
长官选举投票结束， 香港特区第
五任行政长官选举严格按照香
港基本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
决定和香港特区的有关选举法
律进行，不仅展现了选举的庄严，
也凝聚了同力前行的社会共识。

选举的落幕， 正意味着新征途
的开始。 如何在未来五年广泛凝聚
共识，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
针和基本法， 在保证香港繁荣稳定
的基础上实现更好的发展， 是香港
社会的期盼所在， 更是林郑月娥和
香港特区新一届政府最为重要的历
史责任。

今年7月1日， 香港就将迎来回
归祖国20周年的大日子，“一国两
制”事业也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
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环境
中， 香港正面临着经济转型步伐缓

慢、竞争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未来
五年， 香港社会需要解决一系列事
关发展的重要问题， 不仅要团结香
港社会各界， 还应集中精力发展经
济，特别是要切实有效改善民生，解
决市民大众最为关心的实际问题。

作为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上
任的新班子， 特区新一届政府更
有责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方针和基本法， 维护香港社会的
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在香
港的实践不动摇、 不走样、 不变
形。 正如林郑月娥在宣布参选时
所言， 香港回归祖国将近20年 ，
“一国两制”方针确保了香港繁荣
稳定。她愿意在此时肩负重任，与
广大市民一起再创新高峰。

我们也相信， 在这个历史节点
上， 新任行政长官一定可以和香港
市民同心协力，充分把握机遇，保持
香港社会和谐、 政治稳定、 经济繁
荣，一起迎向新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据新华社香港3月26日电）

同力撑香港 携手创未来
新华时评

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