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6月1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离开“向阳红09”科学考察船缓缓进入水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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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45 5 9 1
排列 5 17145 5 9 1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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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新华社北京6月 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日致电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阿
什拉夫·加尼，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
汽车炸弹袭击事件表示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 惊悉喀布
尔发生严重汽车炸弹袭击事件， 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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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受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
示诚挚的慰问。

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对
这一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 中国愿同

国际社会一道， 坚定支持阿富汗政府和
人民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国家安
全稳定。

新华社柏林6月1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日致电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
杜拉， 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汽车炸

弹袭击事件表示慰问。
李克强在慰问电中对这一袭击事件

予以强烈谴责， 表示中方反对一切形式
的恐怖主义， 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阿富
汗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打击恐怖
主义所作的不懈努力。

就阿富汗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

习近平向加尼总统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阿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致慰问电

苏宁主帅崔龙洙下课
湖南日报6月1日讯（记者 王亮）亚冠

出局后， 江苏苏宁俱乐部今天发布公告：
已批准韩国主教练崔龙洙的辞呈。

苏宁俱乐部在公告中表示：“由于个人
原因，崔龙洙今天正式向江苏苏宁足球俱乐
部申请提前终止合同。 经俱乐部研究决定，
同意崔龙洙的辞职申请。 中方教练组将暂
时带领球队训练及比赛。”

球队成绩不佳，是崔龙洙主动请辞的
原因。5月31日， 亚冠16强赛次回合比赛，
苏宁队主场2比3不敌上海上港队，总比分
3比5出局。在中超联赛中，苏宁队目前1胜
5平5负，仅排名第13位。

国足公布
最新集训名单
备战13日客场与叙利亚的世预赛

湖南日报6月1日讯（记者 王亮）为备
战参加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
赛12强赛，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最新一期
25人集训名单，广州恒大队共有7人入选。

根据安排，国足将于6月4日集中，6月
7日在广州与菲律宾队进行一场热身赛，
最后6月13日在马来西亚与叙利亚进行世
界杯预选赛。

进行了几场世界杯预选赛后，国足主
帅里皮基本敲定了球队主力框架，本期也
是老面孔居多。 广州恒大队共有7名球员
入选， 于汉超重新回到了国家队之中，这
也是于汉超第一次入选里皮国家队。

在其他人选中，一些在联赛中表现出
色，特别是前一段入选了国家队二队的球
员进入了一队，比如国安的李磊、富力的
肖智、陈志钊。其他位置方面，国足常客蔡
慧康、于海由于近期伤病较多，未能入选。

今天，国际足联官网公布了最新一期
国家队排名，国足积425分排名第82位，在
亚洲范围位列第9。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为夯实戏曲艺术传承发展
基础，加强学校戏曲专业人才培养，健全学校教育与院团
传习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财
政部日前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戏曲教育工作的意见。

意见提出，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基本建立主要剧种与
院校戏曲专业相对应、 戏曲人才需求和戏曲教育培养相平
衡、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相衔接、学校教育与戏曲艺术表演
团体传习相结合的戏曲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戏曲专业优秀后
备人才早期发现、选拔和培养机制及戏曲教育质量评估督查
制度，统筹艺术院校戏曲专业教学和展示活动，着力支持基
层戏曲院团发展，加强地方戏人才培养，推动形成符合戏曲
艺术人才培育规律、适应戏曲行业发展需要的戏曲教育新模
式，为戏曲传承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意见提出七项主要任务：优化戏曲专业结构布局、完
善戏曲人才培养体系、创新戏曲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院团
深度参与实践教学、积极推进招生与用人一体化、建立健
全戏曲教育质量评价机制、搭建平台展示教育教学成果。

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出台意见

携手推进戏曲教育工作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1日发表《新
疆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

白皮书包括九部分，分别是前言、政治权利、公民权
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环境权利、宗教信仰
自由权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利。

白皮书指出，近年来，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不断丰富和发展治疆方略，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
为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以保障和
改善民生为重点，大力发展新疆各项事业，切实保障各族
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共享发展成果，使新疆的
人权事业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和进步。

《新疆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
白皮书发表

� � � �新华社 “向阳红09” 船6月1日电
当地时间1日6时57分 （北京时间1日4
时57分）， 迎着初升的太阳， “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载着3名潜航人员离开
“向阳红09” 科学考察船， 缓缓进入
水中。 7时03分， “蛟龙” 号完成相
关检查后离开海面， 向着海洋最深处
的马里亚纳海沟深渊潜去。

这是中国大洋38航次第三航段马
里亚纳海沟作业区的最后一潜， 也是
“蛟龙” 号在马里亚纳海沟从2012年
海试以来进行的第20潜。

此次下潜的任务是： 采集水体、
沉积物样品， 采集铁锰结核结皮样
品、 岩石样品， 观察可能的基岩露头
大小与规模； 视情况采集大型底栖生
物样品； 开展近底观察、 拍摄深渊海
底视频， 采集海底环境参数。

本航段在马里亚纳海沟的科学调
查目标， 是利用“蛟龙” 号的技术优
势， 了解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
渊” 底层水体基本环境特征， 揭示深
渊水平环流结构及其时空变化和动力
机制； 掌握深渊沉积物、 铁锰氧化

物、 岩石的矿物学与地球化学特征，
阐明深渊底部物质来源与地质活动规
律； 明确深渊底部微生物与大生物群
落结构的空间演替规律， 揭示深渊底
部生命演化与适应性机制。

10时23分， “蛟龙” 号抵达水下
6661米， 开始抛载作业。 预计“蛟
龙” 号17时左右回收至“向阳红09”
船甲板。

结束马里亚纳海沟最后一潜后，
“蛟龙” 号将赴雅浦海沟进行本航段
的最后5次下潜。

“蛟龙”号:向海洋最深处下潜

� � � � 综合新华社柏林电 当地时间5月31日下午，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在柏林总理府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中德总
理年度会晤。

李克强指出，中德经济互补性强，利益契合点多，合作潜
力巨大。中方愿将“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等发展战
略更好对接，相互平等开放，把合作蛋糕做大，深化制造业、
能源、航空、创新、中小企业等合作。希望德方为中国自主研
发制造的大飞机C919取得欧盟适航认证提供支持。 加强教
育、文化、旅游等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中方支持德方
主办好今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愿携手推进全球经济治
理，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李克强强调，中国与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
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乐见欧洲团结、繁荣、稳定，这将有
利于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

默克尔表示，德方愿同中方本着互利双赢的精神，进
一步加强贸易投资、金融、新能源汽车、医疗、人文等诸多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落实好德国“工业4.0”战略与“中国制
造2025”的对接，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扩大合作。

当地时间6月1日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德国总
理默克尔共同会见记者。

默克尔表示，德中双方都认可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
支持WTO原则和规则。李克强总理访德期间，我同他讨论
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问题。德方认
为，欧盟应履行条约义务，致力于找到符合WTO规则、对
各国一视同仁、对中国非歧视性的解决方案。希望欧中之
间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李克强同默克尔举行中德总理年度会晤

推动中德全方位
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德方支持欧盟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议定书》第15条条约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