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佛罗里达
州迈阿密发表演讲时宣布，在经贸和旅
游等方面收紧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对古
巴政策，但表示将不会关闭美驻古大使
馆。他还强调，美国将继续执行对古巴
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

继续执行封锁禁运
在经贸方面， 美对古新政将禁止

美国企业和个人与古巴军方控制的企
业有生意往来， 这其中大部分与旅游
业有关。 但新政仍将允许美国企业和
个人与古巴的私有、 小型企业建立经
贸关系。

在旅游方面，新政规定，除非以学

术教育为目的， 否则美国公民必须通
过参加旅行团的形式前往古巴。 此举
废除了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允许美国公
民在一定条件下自行前往古巴的政
策。 但新政仍将允许古巴裔美国人前
往古巴探亲或向古巴国内汇款。

尽管奥巴马政府和一些社会团体近
年来屡次呼吁国会解除美国对古巴长期
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但特朗普当
天公布的新政重新确认美国将继续实施
这些封锁政策， 并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解除封锁的呼吁表示明确反对。

背后是古巴裔美国人
分析人士认为， 特朗普调整对古

巴政策在意料之中。
在去年总统竞选期间， 特朗普曾

声言将扭转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大
批反对奥巴马政府改善美古关系举措
的古巴裔美国人因此投票支持特朗
普，力助他拿下大票仓佛罗里达州。分
析人士指出，特朗普调整美对古政策，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具
有强烈的政治意味。

古巴政府发表声明说， 新政是古
美关系的“倒退”。声明还强调，任何希
望通过外部压力改变古巴政治、 经济
和社会制度的企图注定失败。

具体到相关领域，分析人士表示，
新政对于古巴旅游业的打击可能是巨
大的。古巴民众也认为，新政“损人不
利己”， 不仅将使古巴旅游业受创，也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经济。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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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广州6月17日电 2017年金
砖国家运动会于6月17日晚在广州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对运动会的召开
表示热烈祝贺， 向参加运动会的各国嘉
宾、运动员、教练员们致以诚挚的欢迎。

习近平指出，我们期待着以今年9月
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议为契
机， 推动金砖国家人文交流合作取得新
成果，为金砖国家合作夯实民意基础。

习近平强调，金砖国家体育事业发展

各具特色。本届运动会将为提高运动员竞
技水平、普及传统体育项目、推动体育事业
发展、促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希望运
动员们发扬风格、赛出水平、创造佳绩。

2017年金砖国家运动会于6月17日

至21日举行，共有来自巴西、俄罗斯、印
度、南非和中国的近300名运动员参赛。
赛事共设篮球、 排球和武术三个大项，
10个小项。中国派出了32名运动员在内
的53人代表团参加所有项目的比赛。

习近平向金砖国家运动会致贺信

� � � �在东海之畔，中国自主研发三代核
电技术“华龙一号” 全球首堆示范工
程———福清核电站5号机组吸引着全球
目光。

开工建设两年多来， 这座代表中国
制造业先进水平的机组已按期完成多个
节点工程，“华龙一号”将由此走向世界。

大国重器
2017年5月25日，“华龙一号”全球

首堆示范工程成功正式完成穹顶吊装。
这一工程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项目全
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比一级计划节点
进度提早了14天。

中核集团副总经理俞培根表示，作为
首堆示范工程，目前在建的“华龙一号”机
组各关键工程节点均按期或提前实现。

177组燃料组件堆芯、“能动＋非能动”
安全系统设计、 钢衬里应用模块化施工、

“互联网＋”异地综合协同设计平台……在
建的“华龙一号”浓缩了核电领域多项技术
创新结晶，装备国产化率可达85%以上，充
分体现了大国工业实力。

据统计，“华龙一号”机组设备共计
6万多台套，生产、设备、组装涉及全国
共5300多家企业， 近20万人先后参与
了项目研制和建设。

“如果考虑到核燃料运营、维修、退
役等全产业链的贡献，以60年来计算，
单台核电机组全寿期可以直接带动超
过1000亿人民币的产值。”俞培根说。

目前，中国自主核电技术正加快实
现型谱化，为不同国家的核电建设需求
提供支持。俞培根介绍，仅中核集团出
口的海外核电机组便已增至8座， 与阿
根廷、英国、埃及等近20个国家达成了
合作意向。

中核集团董事长王寿君表示，“华
龙一号”项目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自主
三代核电标准体系建设，还将增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龙一号”的信
心，加速推进沿线国家和企业与中国的

技术与产能合作。

快慢之间
“慢的就是快的。”———核电人都秉

持着这样一个理念： 不论工期多么紧
张，工程质量和安全永远最重要。

在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项目控
制处处长肖波办公室内，一米多长的项
目进度表正铺在桌上， 十几条项目路
线、上百个进度节点标志着每一个关键
工程时间安排。

“一方面要争取按期完成，另一方
面又容不得任何差错。” 工程穹顶吊装
提前完成，让这位工作近20年的“核电
老兵”高兴了一阵，但62个月的紧张工
期又让他不敢放松。

“难点在于没有足够的参照经验，
许多新型设备都是首次应用，每个系统
都需要反复调试确认，生怕出现一点偏

差。”肖波说，仅福清2座“华龙一号”机
组需要安装的大小设备就数以万计。

工程安全至关重要，每一道工序都
需要反复推敲。 工程细节错综庞杂，每
一支团队都需要严格按照流程作业。

“一种水泥的试验检测流程就长达
9个月， 一个土建项目每年可能面对数
月的台风、高温挑战。”公司工程处处长
杨铭说，“没有严格的管理体制和过硬
的技术团队，就不会有‘华龙一号’的按
期完工。”

英雄情怀
“一座核电站的建设工期一般需要6

到8年，一名工程师20多岁毕业，一辈子
能参与的核电工程也屈指可数。”中国核
电工程公司福清核电项目部总经理助
理、施工部经理赵宝贵说，能参与我国自
主研发三代核电技术全球首堆工程建

设，是核电人值得铭记一辈子的经历。
他介绍，如今福清“华龙一号”工程

设备安装工作已经全面启动，每天有超
过5000名工程人员在现场施工。

“华龙团队的成员都是从各个项目
挑选出来的，每个人都是技术骨干，大家
憋着一股气，就是要把这个‘高地’拿下。”
安装工程的负责人，工程师倪国成说。

“记得去年中国和英国签署了‘华龙
一号’的合作协议，家里人在电视上看到
了新闻，马上打电话来跟我说。”来自陕西
西安，工程师许炎最高兴的是，如今连母
亲也知道了自己在做着“重要的工作”。

“许多核电人常年背井离乡，为了
工程事业付出了非同常人的努力。”赵
宝贵表示，“人们因为‘华龙一号’了解
核电，因为核电更加关注国家的科技建
设，这时候我们觉得什么都值得。”

（据新华社福州6月17日电）

备战南美运动会

玻利维亚8支运动队
来湘训练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蔡矜宜）今天，援玻利维亚南
美运动会第二期体育技术援助项目欢迎仪式在长沙举行，玻
利维亚8支运动队将在湖南训练基地展开150天的训练。

为帮助玻利维亚作为东道主在2018年举行的第11届南
美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 中方将安排玻方14个运动队共计
170人来华培训150天，并为玻方运动队在华训练配备高水平
教练员，提供优良的训练设施器材和食宿、休闲、医疗等条件。
其中， 近80名玻利维亚运动员将在湖南训练基地进行体操、
羽毛球、 田径等8个项目的训练。 中方还将分别于2017年、
2018年派遣7个运动项目的中国教练等14人赴玻执教30天。

这是继2016年成功实施援玻利维亚南美运动会前期体
育技术合作项目后， 中国政府第二次对玻实施的体育类技术
援助项目。2016年， 中方已接待了玻方9支运动队共计117人
来华训练115天。

省首届幼儿篮球比赛举行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蔡矜宜）“往这边投， 对了，两

分！”今天上午，湖南省首届幼儿篮球比赛在长沙市岳麓教育集
团第六幼儿园篮球场上举行。

本次比赛由湖南省学前教育学会主办， 长沙市岳麓区教
育局承办，共有来自长沙、常德、怀化等地的14支球队的131
名运动员参加。 长沙师范学院副校长皮军功教授在现场介绍
说，开展幼儿篮球比赛活动，旨在贯彻落实教育部发布的《3—
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神，加强幼儿健康教育的实践研
究，发展丰富多彩的幼儿园体育活动，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 � � �在17日进行的2017年金砖国家运动会排球比赛中，中国
女排3比0战胜印度女排。图为中国队球员关瑞格（左）在比赛
中扣球。 新华社发

特朗普为何收紧对古政策

� � � � 17日凌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菲茨杰
拉德” 号驱逐舰在日本近海与一艘菲律宾
籍货船相撞，造成美国军舰上1人受伤、7人
失踪。图为遭受撞击的“菲茨杰拉德”号驱
逐舰。 新华社发

福清核电站全景（5月25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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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黄鹏飞

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长沙开幕

400名业余高手争夺
全运会预选赛资格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蔡矜宜 通讯员 王江）今天
上午，2017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湘粮杯”长沙站在
天顶乐动沙湾羽毛球馆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400余名羽毛球
爱好者将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争夺全运会预选赛资格。

本次大赛设有男女单打、 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5个项目，
根据年龄分为7个组别，各组别前四名运动员可以获得大区赛
资格。长沙市羽毛球协会承接此项赛事，希望通过竞赛平台让
高手过招的同时，带动长沙市羽毛球项目的发展。长沙市羽协
秘书长涂新辉介绍，各组别、单项的冠军选手，将获得参加第
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全民健身羽毛球比赛预选赛的资格。

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从1998年首次举办至今，大
赛已经成功地举办了18届，今年该赛事首次落户长沙。

国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