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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3月3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
七次全体会议， 决定任命林郑月娥为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于2017
年7月1日就职。

会议审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
选举林郑月娥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
政长官人选的报告， 听取了国务院港澳事
务办公室主任王光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产生过程的汇报。
李克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是
依法进行的， 完全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的规定， 体现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林郑月娥女士
当选行政长官， 充分表明香港社会各界
的广泛认同、信任和期望。

李克强指出， 中央政府将继续全面
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动摇、
不走样、不变形，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
区政府依法施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推进民主、促进和谐。采取切实措施，推
动内地与香港深化合作， 促进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群发展，发挥香港独特优势，提

升香港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
地位与功能。 相信林郑月娥女士就任行
政长官后， 一定能够团结带领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务实进取，
奋发有为，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开创
更加美好的明天。

李克强总理签署了任命林郑月娥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国务
院第678号令。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
任命林郑月娥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国家海洋局近日印发 《海岸
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 作为我国出台的首个海岸线法规，
办法明确将自然岸线纳入海洋生态红线管控。 到2020年，
全国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

海岸线是海洋与陆地的分界线， 自然岸线指由海陆相互
作用形成的海岸线。 办法强化了海岸线保护的硬举措。 根据
海岸线自然资源条件和开发程度， 将海岸线分为严格保护、
限制开发和优化利用三类， 并提出了分类管控要求。 同时，
为全面落实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的管控目标， 省
级海洋主管部门制定本省自然岸线保护与利用的管控年度计
划， 并将任务分解到市、 县。 严格红线管理， 将严格保护岸
线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理。

我国出台首个海岸线法规

到2020年全国自然岸线
保有率不低于35%

� � � �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记者日前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公司发布的“虹云工程”规划中了解到，该公司计划发射156颗
卫星，它们将在距离地面1000公里的轨道上组网运行，基本
实现覆盖全球的宽带互联网接入。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计划发射156颗小卫星

将基本实现覆盖全球的
宽带互联网接入

� � � �据新华社首尔3月31日电 韩国法院31日凌晨签发对前
总统朴槿惠的逮捕令，朴槿惠随即被移送至首尔看守所。

朴槿惠30日上午抵达法院，出庭接受逮捕令签发前的审
问。庭审持续近9个小时后于当晚19时左右结束。朴槿惠被移
送至法院对面的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过夜”，等待法院裁定
结果。据悉，法院签发逮捕令后，检方有最多20天时间继续调
查，最终将正式起诉朴槿惠。

韩法院批准逮捕朴槿惠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国足晋级希望大增

今年1月份， 国际足联正式确认
2026年世界杯将“扩军”至48支，具体
方案3月30日终于尘埃落定。

根据国际足联的方案， 各大洲名
额分配为亚洲由4.5个增加为8个，非
洲由5个增加为9个， 中北美及加勒比
海地区由3.5个增加到6个， 南美洲由
4.5个增加为6个， 欧洲由13个增加为
16个， 大洋洲由0.5个增加为1个。此
外，除欧足联，其他五个大洲的足联各
决出一支球队， 再加上东道主所在大
洲的一支球参加附加赛，6支球队争夺
最后两个晋级名额。据悉，这6支球队
一共打4场比赛。其中排名较低的4支

球队，先打两场淘汰赛；获胜的两队，
将与之前轮空的两支高排名球队，争
夺最后两个名额。

关于世界杯的“扩军”一直备受争
议，但相应的名额增加，尤其是亚洲名
额增加了近一倍， 至少让国足晋级世
界杯的道路大大“拓宽”了。

稳定前8步步为营

国足再进世界杯的梦想， 在亚洲
名额增加到8个后，瞬间变得“触手可
及”。但也不能过分乐观，晋级世界杯
的几率增加了， 而宝贵的机会能否抓
住，还需要国足全力去争取。

以刚刚0比1输给伊朗队的这支
国足来看， 即便名额增加了， 想要晋
级也非常困难。 目前12强赛7轮战罢，
国足只是暂列A组第5， 依然不在亚

洲前8。
目前距离2026年还有近10年时

间，国足想要顺利晋级世界杯，必须将
实力稳定在亚洲8强之中。 从年龄来
看，99年龄段U19国青队、97年龄段新
国奥队以及95年龄段U22国青队，基
本涵盖了冲击2026年世界杯的适龄
球员。如何让这部分球员迅速成长，非
常关键。

本赛季的中超已经有了“扶持”年
轻球员的政策， 每支球队每场比赛的
首发必须有一名U23年龄段的球员。
但未来几年， 中国足协依然得步步为
营，除了多给年轻球员机会外，另一方
面也要全面加强各级国家队的建设，
而不是只重视其中的一支。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现在机
会有了，能否抓住，就看中国足协怎么
准备了。

2017中乙联赛赛程公布

湘涛4月15日
亮相首个主场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王亮） 记者
今天从湖南湘涛华莱队了解到， 2017赛季中
乙联赛预赛赛程已经公布， 位于南区的湘涛
队将在4月15日第二轮迎来首个主场比赛， 对
手是上海聚运动队。

本赛季中乙联赛分为南、 北两区， 每个
区均为12支球队， 赛程分预赛和决赛两阶段。
预赛南、 北两区的前4名进入决赛， 再争夺晋
级甲级联赛的资格。

根据赛程安排， 预赛从4月8日开始， 9月
24日结束， 一共20轮。 湘涛队的首轮是4月9
日客场挑战四川安纳普尔那队， 首个主场是4
月15日迎战上海聚运动队。 本赛季湘涛队的
主场全部位于益阳奥体中心。

记者从俱乐部了解到， 湘涛队的引援、
热身都比较顺利， 现在在益阳进行最后的调
整。 据介绍， 湘涛队2017年将按乙级联赛的
最高标准投入， 目标是重新回归甲级联赛。
球队教练组也公开表态， 若今年完成不了冲
甲任务， 全体教练组将自动下课。

� � � � 3月30日晚，国际足联官网公布了2026年世界杯“扩军”方案，参赛球队从32支扩大到48
支， 亚洲席位由4.5个增加到8个， 国足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几率大大提升———

世界杯“扩军”，国足怎么办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036 6 2 7 4 0 2 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8972511.72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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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5 17083 5 6 4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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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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7成员，释放何信号
打造制度高地

“复制”和“创新”成关键词

� � � � 相比此前的上海、 天津、 福
建、 广东自贸试验区， 这次新设的
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自贸试验区要向全国推广复
制经验， 在原来的基础上， 加上中
西部和东北地区， 形成的经验更加
全面， 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更高层
次、 更广泛领域进行推广。” 商务
部副部长王受文在31日召开的国新
办发布会上说。

第三批自贸试验区的布局还与
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布
局相一致。 王受文表示， 新设的自
贸试验区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
“一带一路” 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
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 以
及西部大开发、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
地、 中部崛起等区域战略。

此轮自贸试验区的扩围， 从
“齐头并进” 进入“雁行阵” 模式。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说， 新
一轮自贸试验区在借鉴前两批经验
的基础上设立， 起点更高， 推广复
制经验的半径也更大， 通过建设更
多改革开放“试验田”， 将进一步
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 � � �在第三批自贸试验区的推进中，“复制”
和“创新”成为关键词。“前两批自贸试验区
的53条成功经验中，重庆自贸试验区已复制
了49条，包括负面清单、事中事后监管、放宽
外资准入门槛等。”重庆市商务委副主任、自
贸试验区办公室主任李谦说，未来，重庆将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不断增强产业辐射效应，带动西部大开发战
略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不是拼政策洼地，
而是要打造制度高地。” 中国贸促会国际贸
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说。

� � � �第三批自贸试验区正是围绕各自定
位和特点， 各有侧重地进行试点———

辽宁重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浙江建
设国际海事服务基地、 国际油品储运基地；
河南打造国际交通物流通道； 重庆重点推
进“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
陕西创新现代农业交流合作机制； 四川推
动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发战略； 湖
北重点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和促进中部地区
与长江经济带战略对接和有关产业升级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
白明表示， 新老自贸试验区之间既要有接
力关系， 注重已有经验的传承； 也要有错
位关系， 结合各自特点进行创新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从“齐头并进”进入“雁行阵”

7个新设自贸试验区大盘点

� � � � 【范围】119.89平方公里，涵盖三个
片区：大连片区，沈阳片区，营口片区。

【定位】加快市场取向体制机制改革、
积极推动结构调整， 努力将自贸试验区建
设成为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
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引擎。

【目标】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引
领东北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
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 � � � 【范围】119.95平方公里，由陆域
和相关海洋锚地组成， 涵盖三个片区：
舟山离岛片区，舟山岛北部片区，舟山
岛南部片区。

【定位】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东
部地区重要海上开放门户示范区、国际
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先导区和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资源配置基地。

【目标】经过三年左右有特色的改
革探索，以油品为核心的大宗商品全球
配置能力显著提升，对接国际标准初步
建成自由贸易港区先行区。

� � � � 【范围】119.77平方公里，涵盖
三个片区：郑州片区，开封片区，洛阳
片区。

【定位】加快建设贯通南北、连接
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
流体系，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服务

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
枢纽、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内陆开
放型经济示范区。

【目标】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
引领内陆经济转型发展，推动构建全
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 � � � 【范围】119.96平方公里，涵
盖三个片区：武汉片区，襄阳片区，
宜昌片区。

【定位】立足中部、辐射全国、
走向世界，努力成为中部有序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高技术产业集聚区、全面改革开
放试验田和内陆对外开放新高地。

【目标 】 经过三至五年改革
探索， 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推
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发挥示范作
用。

� � � � 【范围】119.98平方公里，涵
盖3个片区 ：两江片区 ，西永片区 ，
果园港片区。

【定位】努力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
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

重要枢纽、西部大开发战略重要支点。
【目标】 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

索，推动构建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全
方位开放新格局，带动西部大开发
战略深入实施。

� � � � 【范围】119.99平方公里，涵盖三个
片区：成都天府新区片区，成都青白江铁
路港片区，川南临港片区。

【定位】立足内陆、承东启西，服务全
国、面向世界，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西
部门户城市开发开放引领区、内陆开放战
略支撑带先导区、 国际开放通道枢纽区、
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内陆与沿海沿边
沿江协同开放示范区。

【目标】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在打造
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 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
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 � � � 【范围】119.95平方公里，涵盖三个
片区：中心片区，西安国际港务区片区，杨
凌示范区片区。

【定位】努力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全面
改革开放试验田、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一
带一路”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重要支点。

【目标】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

链接

围绕各自定位和特点
各有侧重地进行试点

我国自贸试验区形成“1+3+7”格局

� � � � 新华社华盛顿3月30日电 美国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3
月30日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
行会晤，以规划一条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路线。

中美两国30日同时宣布， 中美元首将于4月6日至7日在
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会晤。

斯派塞当天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说，两位领导人“将就各
自的优先工作重点交换意见， 并为两国关系规划一条前进路
线”。双方还将讨论相互关切的其他重大问题。

谈到美方对这次会晤的目标时，斯派塞表示，这次会晤将
为特朗普与习近平建立私人关系提供一个机会。

白宫：

特朗普期待与习近平会晤
以规划中美关系前进路线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的若干意见》，标
志着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体系和制度进一步完善。

意见强调，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要认真贯彻
落实宪法及审计法等法律法规， 依法独立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审
慎区分无意过失与明知故犯、工作失误与失职渎职、探索实践与
以权谋私，客观作出结论和处理，着力发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管理运营中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典型性问题，积极提出解决重
大问题和推动改革发展的建议，促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不断增
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意见明确，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要围绕国
有企业、国有资本、境外投资以及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履行经济
责任情况，做到应审尽审、有审必严。要完善国有企业和国有
资本审计监督体制机制，做到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走到哪里，
审计就跟进到哪里，不留死角。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员要切实
履行整改第一责任。 国有资产监管等部门对审计发现移送的
重大问题，要依纪依法依规处理，严肃追责问责，将审计结果
及整改情况作为考核、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

深化国有企业
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针对欧洲议会议长所谓“非洲是中
国殖民地”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3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国的外交理念中没有“殖民”这个概念，中国的外交实践中没
有“殖民”这个污点，中国对非洲的支持，广大非洲人民是欢迎的。

“中国的外交理念中没有‘殖民’这个概念。近代以来在世
界范围内推行殖民政策的好像是欧洲国家。”陆慷说。

他表示，中国的外交实践中没有“殖民”这个污点。“当这位议长
先生对中国对非投资合作品头论足、 揣测什么战略意图的时候，他
的助手可能忘了提醒他，中国对非援助、投资、合作不是始于今天，
而是始于新中国诞生之初，是始于中国自身还很贫穷落后的时候。”
陆慷说，“不管其他人怎么看，广大非洲人民对此是欢迎的，是积极
回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倒是同意这位议长先生的一句话，欧
盟应加大对非洲的投资， 为非洲的发展多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
助，特别是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帮助。”陆慷说。

外交部驳斥“非洲是中国殖民地”：

中国没有“殖民”污点

� � � �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复7个自贸试验区，并于3月31日
在中国政府网上发布了各自的总体方案， 我国自贸试验
区建设形成“1+3+7”的新格局。7个自贸试验区分别为辽
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