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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权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

国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六
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
席万国权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万国权同志因病于2017年3月23日13时12分在北京逝
世，享年99岁。

万国权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
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万国权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
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
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万国权同志”，横幅下方
是万国权同志的遗像。万国权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上午9时许，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
丽、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万国权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
哀，向万国权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 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
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万国权同志生前友好
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旅法华侨遭枪击身亡

外交部向法方提出交涉
据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一名中国公民当地时间26日

在法国巴黎家中被警察枪击身亡。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8日表示，中国驻法使馆已启动应急机制，第一时间向法方交
涉，要求法方尽快查明真相，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在法中
国公民安全与合法权益。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当地时间26日晚，1名旅法华
侨在巴黎家中被法国便衣警察开枪射杀， 一些旅法侨胞前往
警局请愿，与警方发生冲突。

她表示，获悉此事后，外交部高度重视，立即指示驻法国
使馆启动应急机制，第一时间向法方交涉，要求法方尽快查明
真相， 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在法中国公民安全与合法权
益，理性对待旅法侨胞对此事件的反应。驻法国使馆已派员看
望慰问死者家属，积极提供相关协助。

� � � �经过9个多月的争论和酝酿，英国政
府定于3月29日宣布启动脱离欧盟的程
序，英国“脱欧”将由此迈出标志性一步。

如果把英国“脱欧”比作一场戏剧，
那么， 这无疑是一场没有剧本的“悬念
剧”，落幕之前，没人知道最终会怎样结
局：英国和欧盟是“和平分手”，还是“互
相伤害”？ 中英、中欧关系可能出现哪些
调整？

谈判之前隔空角力
按照程序， 英国宣布启动脱欧程序

后，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将在48小时
内拿出一份“谈判草案”。 4月29日，27个
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特别峰会， 商定更为
具体的谈判方针。 接下来，欧盟委员会还
要取得成员国的授权， 才能与英国进行
谈判。 因此，谈判可能在6月或7月开始。

虽然谈判还未开始， 但英国和欧盟
已经各自表明强硬立场， 摆出互不相让
的架势。 在英国方面，首相特雷莎·梅今
年1月发表“脱欧”演讲，一方面表示英国
选择“硬脱欧”，不会留在欧洲共同市场，
另一方面警告欧盟不要借机“惩罚”英
国；在欧盟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公
开表示，英国“不能装作从来都不是欧盟
成员国的样子”，必须为“脱欧”支付高额
账单， 而这一账单可能高达500亿至600
亿欧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
长崔洪建说，英国与欧盟在“隔空喊话”
都表达强硬立场， 目的就是不愿意输了
气势，从而掌握谈判的主动权。 英国“破
釜沉舟”的态度背后，既是为了迎合国内

“脱欧派”的民意，也是为了降低民众对
谈判的期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
仲平认为， 考虑到4月和5月份的法国大
选、9月份的德国大选， 实质性的谈判可
能会在今年下半年展开， 前期更多的是
相互摸底。

多项分歧难以弥合
一旦真正坐在谈判桌前， 英国和欧

盟将面临一系列复杂难解的问题， 需要
一项一项敲定， 首先就是在对方领土生
活的公民权益问题。

现阶段，约有300万欧盟其他国家公
民在英居留，100万英国公民在欧盟其他
国家居留。 单从人数上看，英国在谈判中
比较有优势， 但在英国的欧盟公民大多
是来自中东欧的劳工， 而在欧盟的英国
公民则主要集中在西欧、西南欧，形成输
入和输出不对等的局面。 英国希望采取
对等原则解决这一问题， 而欧盟反应消
极，尚无明确立场。

在很多观察人士看来， 这可能还是
双方容易达成协议的问题之一， 最艰难
的还是经贸问题， 即在英国退出欧洲共
同市场后， 以何种方式处理与欧盟的经
贸关系。

此外， 在极右翼势头上升的大背景
下，“脱欧”谈判还是一个敏感事件，每一
步进展都可能影响选民心态和政治风
向。

崔洪建表示， 英国和欧盟内部的极

右翼势力都是各自“痛点”，因此双方谈
判需要谨慎制定日程， 尽量避开重大事
件，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刺激。 英国此次选
择在29日启动脱欧， 也是为了避开之前
的荷兰大选以及《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
等节点。

中国应对“脱欧”变局
对于中国等非欧盟国家来说， 英国

和欧盟未来的经贸安排是最重要的话
题。 冯仲平认为，英国脱欧对中国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 单就中英经贸关
系而言，可谓利弊兼有。 弊在于，很多中
国企业投资英国， 目的在于借机进入欧
盟市场。 英脱欧后，相关企业需要重新考
虑这一策略，并作出相应调整。 利在于，
离开欧盟后， 英国将加速与中国建立更
紧密的经贸合作制度。

根据他的判断， 中英关系近年来发

展迅速。 未来英国延续目前积极务实对
华政策的可能性很大。 就中欧关系而言，
在经济、 政治等各个领域都不会发生太
大变化。

也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离开欧盟之
后，英国经济难免受到影响，但考虑到这种
影响存在滞后性，人们需要更长时间去观
察和评估。 一些着眼欧洲市场的投资者已
经着手把原先设立在英国的总部搬迁到
德国，但对于着眼非欧洲市场的投资者来
说，现阶段并不需要太多改变。

崔洪建认为，面对英国“脱欧”变局，
中国一方面要采取避险、稳定的策略，保
证既有对英、对欧政策的延续性，另一方
面也要主动开拓，比如利用今年的“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二十国集团汉
堡峰会、中德建交45周年等机会，与欧洲
国家开辟新的合作领域。

（据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英国今日启动脱离欧盟程序

一场没有剧本的“悬念剧”

� � � � 3月25日，在英国伦敦市中心，人们参加反对“脱欧”游行。 新华社发

西安市地铁办原副主任
唐宏波等12人接受组织审查

新华社西安3月28日电 记者从西安市纪委获悉，因西安
地铁三号线使用问题电缆， 西安市地铁办原副主任唐宏波等
12人正在接受组织审查。

西安市政府在20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地铁三号
线问题电缆抽检结果和相关问题调查进展情况。 经过国家权
威机构检测为不合格的电缆， 西安将在保证地铁安全运行的
前提下全部予以更换。

国际观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035 3 5 2 5 7 6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5356958.68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080 1 8 8
排列 5 17080 1 8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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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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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弃，
比赢球更重要
王亮

客场迎战实力强于自己的伊朗队 ，
国足没能继续创造奇迹，拼尽全力仍以1
球落败，也在意料之中。

自里皮上任以来，国足的整体表现大
有改善。凭借里皮的技战术改造，也依靠里
皮的“心理理疗”，国足拧成了一股绳，每一
场都拼尽全力，战斗到最后一刻。

足球是11人的集体运动， 影响输赢
的因素很多，除了球员技术 、教练水平 ，
深层次因素还有球队心气、球员态度。

心气足 、态度好 ，永不放弃 ，实力不
足也有机会以弱胜强。反之，再强的球队
也有掉链子的时候。我们常说“叫不醒一
个装睡的人 ”， 说的就是心气和态度问
题。2013年国足1比5输给泰国队，当时的
国足就是“装睡的人”。

里皮上任时曾说，不知为何国脚在国家
队的发挥只有在俱乐部时的60%。 当时郑智
还打圆场，说队员在国家队踢球压力大。其实
大家都知道，此前国足表现不佳，归根到底还
是球员本身的问题。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3月23日的中韩之战，国足实力不如
对手 ，但破釜沉舟 、团结一致 ，最终收获
一场宝贵的胜利。

战胜韩国队，意义重大，对国足也是莫
大激励。本场对阵伊朗队，国足技不如人，
但也踢出了精气神，赢得了对手的尊重。

12强赛还剩3轮，国足晋级2018年世
界杯的希望仍未完全破灭。 只要国足能
延续现在的势头， 永不放弃， 不再 “装
睡”，这比晋级2018年世界杯更重要。

省武协召开委员会会议

今年争取10万人
获得武术段位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 (记者 王亮) 湖南省武术协会第六届
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26日在长沙召开， 2017年省武协将加大
教练员、 裁判员、 指导员、 考评员培养， 并巩固校园武术在全
国的优势地位， 争取让10万人获得武术段位。 中国武术荣誉八
段、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省文联主席欧阳斌出席会议。

截至2016年， 全省共有500多所大中小学被授牌为武术
段位制学校， 近100万学生参加了段位武术练习。 去年6月
和11月， 省武协承办了省武术段位制进校园现场经验交流会
和省首届校园武术段位制比赛， 5万学子参赛， 开全国同类
赛事之先河。 湖南省也被授予“2016年度全国武术进校园
先进单位” 称号。

欧阳斌在会上表示， “2016年湖南武术事业有了较快
成长， 武术进校园等活动开展得很到位， 省武术协会也取得
了很多成绩。 希望2017年大家还能‘撸起袖子加油干’ 让
湖南武术再上一个台阶。”

今年， 省武协将继续加大教练员、 裁判员等人才培养，
并建立武术人才库， 同时重点指导200所学校推广武术段位
制， 让50万学生学习新的武术段位拳， 争取让10万人获得
武术段位， 让校园武术之花在更多学校绽放。

场外任意球

� � � �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 （记者 蔡矜
宜）这次奇迹没有发生，但国足拼出了
一场“惜败”。在今晚进行的世预赛亚洲
区12强赛中，中国队客场0比1不敌小组
头名伊朗队， 目前与小组第3名的乌兹
别克斯坦队相差7分。

伊朗队，不仅仅是本组最强硬的对
手，同样是近年来的“亚洲一哥”———国
际足联排行榜上，伊朗目前高居亚洲第
一，世界第33位。本次12强赛前6轮，他
们一球未失以4胜2平不败战绩领跑。中
伊交锋历史上， 国足仅6胜6平12负，并
且5次造访客场均告负。

阿扎迪球场也是名副其实的“魔鬼
主场”。此役伊朗足协实行免票政策，让
“魔鬼”程度升级。从电视转播画面可以
看到，体育场上方的围墙上都爬满伊朗
球迷，10万观众人数绝非虚言。

本场比赛， 国足将士不可谓不拼
命，三条线始终保持紧凑，下半场70分
钟后还一度围攻伊朗队。但与“亚洲一
哥”交手，只“拼命”是不够的。从比赛过
程来看，无论在技术、水平、身体上，中
国球员都与对手存在差距。 而一次小
小的失误， 就有可能成为对手一锤定
音的机会———下半场比赛开始不到1
分钟，伊朗队右路传中到禁区，此时吴
曦受伤倒地，但对手没有停止进攻，姜
至鹏头球解围没能顶远， 塔雷米得球
后劲射破门。

值得一提的是， 本场国足虽然输
球， 但门将曾诚的表现继续神勇———

前45分钟内，这位恒大门神便做出4次
神扑，令伊朗队的进攻线几乎绝望，古
钱内贾德、 塔雷米和穆罕默迪一次次
失望而归。

对于国足球员在本场比赛中的表
现，主帅里皮认为球队上下虽然全力以
赴，但在比赛中缺少亮点，还需要继续
努力。“经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还可以
有很大的成长与进步。我们最近这两场
比赛表现不错，今天面对伊朗队虽然防
守不错， 但如果想拿下这样的对手，我

们还需要进行很大的努力。”
输掉这场关键之战后，中国队已处

在被淘汰的边缘。 即便最后3轮连胜叙
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卡塔尔队，也难
以确保获得小组第3名。本轮，韩国队主
场1比0小胜叙利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
主场1比0战胜卡塔尔队。 本轮战罢，伊
朗队以17分继续领跑，韩国队13分名列
第二， 乌兹别克斯坦队以12分紧随其
后，叙利亚（8分）、中国（5分）和卡塔尔
队（4分）分列第4至第6位。

姜至鹏解围失误送大礼

国足1球惜败伊朗

� � � �中国队球员张稀哲（左）与伊朗队球员舒贾伊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全国医改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3月28日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事关
人民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 过去一年，
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积极探索， 协力攻

坚， 推动医改取得新的显著成效。 谨向
广大医改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2017
年， 要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
署， 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引领， 按照
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 针对群众反映的
痛点、 难点问题， 进一步深化医疗、 医
保、 医药联动改革， 大力推动医疗联合

体建设、 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医保支付
改革等取得突破， 办好全国医保信息联
网、 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完善
大病保险制度、 健康扶贫等惠民实事，
切实把改革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健康
福祉和获得感，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院医改领导小
组组长刘延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她强
调， 要全面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
署， 认真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 聚
焦重点， 攻坚克难， 加快建立中国特色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为建设健康中国打
下坚实基础。

李克强对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

人社部：

全民参保登记今年启动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8日发

布通知要求，2017年所有省份都要全面启动全民参保登记工
作。 年底前要全面完成辖区内全部目标人群的登记工作,�基
本实现参保登记数据省级集中管理， 为建立国家级全民参保
登记信息库，完成各省登记数据联网入库做好准备。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全民参保登
记工作的通知》要求，要加快登记信息库建设，通过开展内部
和外部信息比对、基础数据采集以及入户调查等途径，完成登
记数据“全入库”工作，并结合“五险合一”业务信息系统建设
和省级数据大集中等工作，尽快实现登记数据省级集中管理。

要结合中小微企业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乡流动就
业居住农民、在城镇稳定就业农民工、高风险行业从业人员以
及网络就业、创业等新型业态群体特点，及时清除不合理的地
方性政策壁垒，加大政策创新力度，引导各类符合条件的人群
参加社会保险，确保参保扩面不留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