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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俄罗斯“北方之都”圣彼得堡3日发
生地铁爆炸事件，已造成14人死亡。爆炸
发生时， 俄总统普京正在圣彼得堡参加
外交活动。 俄总检察院已将这一爆炸事
件定性为恐怖袭击。

俄警方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爆炸嫌
疑人很可能与宗教极端组织有关联。 分
析人士认为， 自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展
开大规模反恐行动后， 国际恐怖主义组
织正成为俄面临的新安全威胁。

打破平静
在一向风平浪静的圣彼得堡， 这一

突如其来的地铁爆炸案令当地居民感到
震惊和茫然。自2010年以来，俄罗斯发生
的多起公交系统遭袭事件主要集中在首
都莫斯科和靠近高加索地区的伏尔加格
勒， 其中2010年的莫斯科地铁爆炸案导
致40人死亡。 自2013年伏尔加格勒火车
站爆炸案以来， 俄境内已有三年多未发
生针对公交系统的严重恐袭事件。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将袭击
定性为恐怖事件， 但克里姆林宫表态相
对谨慎。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尽
管有明显的恐袭迹象， 但还需要调查所
有可能性。

从爆炸威力等细节判断，俄罗斯专家
倾向于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恐袭事件。
考虑到当时普京恰好身处圣彼得堡，这起
事件的政治色彩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爆炸发生后， 普京立即召开俄罗斯
安全部门会议， 听取了有关调查初步结
果的汇报。 随后，他来到遇袭地点附近一
个地铁站的入口处摆放鲜花， 向遇难者
表示哀悼。

事件发生后， 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
对俄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 美国总统特
朗普3日与普京通电话，表达了对俄罗斯
人民的支持。 对于特朗普传递的“团结”
意愿，普京表示感谢。 双方还强调了联合
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性。

嫌疑人身份已被确认
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4日说，3日

制造圣彼得堡地铁爆炸事件的嫌疑人身
份已被确认。

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
连科说，爆炸案嫌疑人名为阿克巴尔容·

贾利洛夫，1995年出生。
彼得连科表示， 经过俄调查委员会、

安全局和内务部联合调查，以及对车厢里
尸体碎片的分析，确认爆炸装置由贾利洛
夫引爆。彼得连科没有说明贾利洛夫的国
籍。 但据塔斯社报道，吉尔吉斯斯坦国家
安全委员会早些时候说，爆炸可能由一名
吉尔吉斯斯坦裔俄罗斯人制造。

俄罗斯国际问题专家苏斯洛夫认为，
这起袭击可能与俄在叙利亚的反恐行动
有关。国际反恐训练协会会长林德尔说，这
起事件与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强硬表
现有关，包括在国际反恐领域的行动。

专家指出，在“伊斯兰国”等极端组
织的鼓动和资助下， 俄罗斯北高加索地
区和中亚地区的极端主义势力蠢蠢欲
动。 由于地理位置接近、民族宗教渊源较
深等因素， 俄北高加索地区的极端势力
与“伊斯兰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
一地区不断有人前往中东投奔恐怖组
织，也有人在受训后返回俄罗斯。 不仅如

此， 俄罗斯还成为中亚极端分子前往中
东的重要通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所研究员薛福岐认为， 随着俄罗斯深
度介入中东事务， 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已
经成为俄反恐面临的新威胁。

坚决反恐
分析人士认为， 恐怖分子故意选择

普京在圣彼得堡参加活动的时机发动袭
击， 意在制造社会恐慌， 恐吓俄罗斯政
府。 如果这起地铁爆炸事件最终被证实
与“伊斯兰国”相关，俄也不会从中东事
务中抽身， 而是会继续积极参与国际反
恐行动。

苏斯洛夫说，2015年俄罗斯客机在
埃及爆炸坠毁事件发生后， 俄国内舆论
就有过关于俄在叙利亚进行反恐作战是
否值得的争论。 他认为，必须在恐怖分子
的发源地剿灭他们， 不能让恐怖分子在
叙利亚等国掌权， 否则就会发生比圣彼

得堡地铁爆炸案更加严重的恐袭事件，
俄罗斯也会永无宁日。

专家认为，俄罗斯坚决打击“伊斯兰
国” 等极端势力， 也与北高加索形势相
关。“伊斯兰国”正在对北高加索地区进
行渗透，如果不清除这一极端组织，北高
加索地区的极端势力将发展壮大， 之前
受到压制的分裂势力也会重新抬头，这
将对俄罗斯的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构成
极大威胁。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在反恐方面毫
不手软。 从追捕境内的车臣恐怖分子，到
在海外对恐怖组织发动大规模空袭，俄
罗斯反恐行动的果断高效令人印象深
刻。 去年，俄罗斯还成立了国家近卫军，
专司反恐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

专家指出，除了完善反恐机制、加大
反恐力度外， 俄罗斯在反恐领域还需要
扩大国际合作。 目前， 俄罗斯正与土耳
其、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加强反恐合
作。 （据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圣彼得堡地铁爆炸案凸显俄反恐新威胁

巴黎、洛杉矶为奥运会申办冲刺
� � � �据新华社哥本哈根4月3日电 来自
巴黎和洛杉矶的申奥代表3日在丹麦与
国际奥委会的高级官员会面，为2024年
奥运会的申办工作进行最后冲刺。

4月4日，巴黎和洛杉矶奥申委将在
各单项国际体育组织领导们面前进行
申办陈述。 在此之前，他们和国际奥委
会的副主席们进行了会晤。

国际奥委会近来一直在考虑对奥
运会申办程序进行修改。 如果修改方案
得到通过并且实施， 那么今年9月在利

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有可能同时
确定2024年奥运会和2028年奥运会的
东道主。

不过， 巴黎和洛杉矶奥申委均表
示， 他们的申办焦点是2024年奥运会。
同时，他们也对国际奥委会可能做出的
调整表示支持。

国际奥委会在与巴黎和洛杉矶市
长分别会晤之后发表声明称：“在与国
际奥委会副主席们的会晤中，讨论的焦
点是2024年奥运会的申办程序问题，因

为申办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距离2024年
奥运会举办城市的确定只剩下半年时
间。 ”声明还说，两位市长均已被告知，
2024年和2028年奥运会的申办程序可
能会进行调整。

洛杉矶奥申代表团评论说：“我们
继续全力申办2024年奥运会，同时期望
与国际奥委会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

巴黎申奥代表团则评论说：“巴黎
支持国际奥委会重新审视奥运会举办
城市的申办和授予程序。 ”

美考虑重划
朝鲜为“支恐国家”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3日电 美国国
会众议院3日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法
案， 要求美国国务院考虑是否重新将朝
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众议院当天以394票赞成、1票反对通
过这项法案。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
最终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美国国务院
将在之后90天内就是否重新将朝鲜列入

“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作出决定。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038 4 5 1 5 4 4 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5654579.09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087 2 3 7
排列 5 17087 2 3 7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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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起点高标准
推进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访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
区。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
历史性战略选择。设立雄安新区有何背景和重大意义？新区
选址为何定在这里？下一步如何规划建设？记者专访了国家
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

何立峰指出，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
都功能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 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
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
大计、国家大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是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 可以
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 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的
两翼。

二是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 提升河北经济社
会发展质量和水平， 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 也可以与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进张北地区建设共同形成河
北新的两翼。

三是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
展区域发展新空间， 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
式，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
城市群。

在介绍雄安新区的选址时，何立峰说，解决大城市病难
题，要将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有力、有序、有效地疏解出去，需
要一个集中承载地。客观上，规划建设这个集中承载地既要
依托北京、天津、石家庄等现有大城市的资源，又要交通便
利，地理条件适中。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
边部分区域，地处京津保腹地，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
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
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何立峰说，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重点做好以下
几方面工作。

先谋后动， 加快组织规划编制工作。 充分借鉴国际经
验， 指导河北省和有关方面高标准高质量组织编制雄安新
区总体规划、起步区控制性规划、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
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支持新区从创新载体、运行机制、发展环境等方面营造
良好创新氛围，吸引高端创新人才和团队，努力打造创新高
地和科技新城。

探索新区管理新模式，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同时，
在专项规划实施、重大项目布局和资金安排上，对新区相关
交通、生态、水利、能源、公共服务等重大项目给予支持。

在规划上，要达到国际一流城市的水平，同时在建筑上体
现中华文化的元素，在建设过程当中要精雕细琢，以工匠精神
打造百年建筑，留下千年传承。 （据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国际观察

河北雄安新区宣布：

对土地、建设
和房地产交易依法管控

据新华社石家庄4月4日电 记者4日晚从河北雄安新区
筹委会获悉，针对雄安新区设立后一些媒体关于炒房人员到
新区聚集、房价上涨等报道情况，雄安新区发布消息说，严格
贯彻“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精神，安新、容城、雄
县三县已经依法对土地、建设、房地产交易等进行管控。

雄安新区发布的消息称，任何以收取定金、意向金等变
相销售“五证”不全商品房都属于违法行为，购买此类房屋不
受法律保护。新区希望广大群众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轻信、
不传播、不参与各种房地产违法项目的宣传及销售活动。

� � � � 4月4日，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 换岗卫兵从人们摆放的悼念花束旁经过。 当日， 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爆炸
案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4人， 目前还有近50人在医院接受救治。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赫尔辛基4月4日电 4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赫尔辛基，
开始对芬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芬兰领空
时，芬兰空军2架战机升空护航。 当地时
间下午5时55分许，专机抵达赫尔辛基万

塔国际机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
舱门，芬兰政府代表、农业与环境部长蒂
利凯宁等在舷梯旁热情迎接。

习近平就芬兰独立100周年向芬兰
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中芬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

两国人民对彼此怀有友好感情。 芬兰是
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
一， 也是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政府间贸
易协定的西方国家。建交67年来，无论国
际风云如何变幻， 中芬关系始终平稳健
康向前发展。 近年来，中芬经贸、科技、环

保、人文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化。 当前，双
方正在积极构建和推进面向未来的新型
合作伙伴关系， 中芬关系面临新的发展
机遇。 我期待着同芬兰领导人就中芬关
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规划两国关系发展蓝图。

习近平开始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