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自6月25日从青岛起航以来，由辽宁舰，导弹驱逐舰济南舰、银川舰，导弹护卫舰烟台舰组成的航母编队，昼夜航行转移多个海区，连续
组织舰载机多种条件下舰基课目训练、开展多种作战背景的编队协同及指挥训练。航母编队跨区机动训练任务按计划顺利推进。图为7月1
日，一架歼-15舰载战斗机从辽宁舰滑跃起飞。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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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3日致电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举行的非洲联盟第29届首脑会议， 向非洲
国家和人民热烈祝贺会议的召开。

习近平指出， 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自强
的旗帜。非盟积极推进非洲一体化进程，推动
非洲国家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用一个声
音说话，取得显著成果。衷心祝愿非盟引领非

洲国家在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
更大成就。习近平强调，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
斯堡峰会成果落实取得重要早期收获， 助力
非洲经济社会发展。 中方将继续秉持真实亲

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 积极推动中
非“十大合作计划”和“一带一路”建设同非盟
《2063年议程》对接，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首届海峡杯两岸青年女篮锦标赛
台北开幕

长郡两队征战宝岛
湖南日报台北7月3日电 （记者 周倜）

今天上午，首届“海峡杯”两岸青年女子篮
球锦标赛在台湾师范大学开幕。 来自海峡
两岸共计24支中学女子篮球队参赛， 长郡
教育集团为我省唯一受邀单位， 派出两支
队伍出征宝岛。

本次比赛由“中华两岸文化教育暨体
育交流发展促进会” 主办， 共设初中组
（U15）、高中组（U18)两个级别，有11支大陆
球队与13支台湾本土球队参赛。 长郡双语
实验中学女篮队与长郡中学女篮队将分别
出战初中组和高中组比赛。

长郡中学党委书记杜慧介绍， 此次参
赛是长郡中学女子篮球队第一次走进宝岛
台湾， 也是今年学校体育文化系列活动的

“重头戏”，“走出家门参赛能更好地丰富学
生们的阅历， 这对她们而言将是一次极好
的成长经历。 ”据悉，比赛为期4天，两岸各
校代表队除了以球会友、一较高下，还将参
与一系列观光、访问等交流活动。

非洲联盟第29届首脑会议召开

习近平致电祝贺

1球险胜智利队

“德国幼虎”
联合会杯称王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尽管智利队星光熠熠、全场占优，但后
腰迪亚斯的一次致命失误，最终将奖杯“送”
进了“德国幼虎”的口中。

这就是足球。在北京时间3日凌晨进行
的联合会杯决赛中，勒夫率领德国青年军以
1比0险胜南美冠军智利队， 在圣彼得堡夺
得队史首座联合会杯。

小组赛时两队曾经碰面， 当时以平局
收场。本场比赛，德国队坚决贯彻防守反击
战术， 智利队则全场用压迫式的进攻和娴
熟的传控基本掌控了局面。比赛第20分钟，
智利队一向稳健的后腰迪亚斯在本方禁区
内接队友回传后，突然“神游”，德国21岁小
将维尔纳抓住机会断球， 闪过出击的门将
后横传中路， 队友施廷德尔面对空门轻松
打入制胜一球。

回顾本场比赛， 德国队打得十分聪明。
从赛后数据来看，德国队全场不过8次射门，
而对手高达20次， 但勒夫的青年军却抓住
智利队的一次失误，完成了进球。这样的胜
利方式与半决赛战胜墨西哥队非常相似，而
这也符合当前讲究实用的足球潮流。

顶着国家队的名头， 用的却是二队班
底，德国队近两次出征联合会杯都是走这一
路子，一方面培养新星，一方面考察阵容边
缘人，为一年后的世界杯做准备。平均年龄
仅24岁的“德国幼虎”夺冠联合会杯，体现
了德国足球深厚的实力以及源源不断的人
才储备。在两天前的欧青赛决赛中，德国队
战胜西班牙队夺冠。明年世界杯，再补充厄
齐尔、穆勒、诺伊尔等12位一线骨干，卫冕冠
军实力该有多强？

葡萄牙队稍早前在莫斯科以2比1逆转
墨西哥队获得季军。

中国进入核能规模化发展新时期

在建核电机组规模
世界第一

据新华社上海7月3日电 中国大陆在运核电
机组规模位列世界第四位， 在建核电机组规模位
列第一位， 核能在我国已进入规模化发展的新时
期，中国正在成为核电发展的中心。这是记者从3
日在此间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核工程大会上了
解到的消息。

中国核学会理事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冠兴
在沪说，核能作为清洁、安全、高效的新能源，是全
球携手推进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能源。 核能在
我国已进入规模化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正在成为
核电发展的中心， 将为全球核能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目前，中国大陆在运核电机组36台、在建机组
20台，总装机容量约5693.5万千瓦。到2020年，中
国核电运行和在建装机容量将达到8800万千瓦。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实施以示范快堆为代表的
先进核能系统工程、 空间核动力科技示范工程等
一批重大项目。

海军航母编队
跨区训练顺利推进

� � � � 根据3日公布的日本东京都议会选举
结果， 首相安倍晋三率领的自民党遭遇惨
败，仅获得127个议席中的23个，创历史新
低。 这一重大失利削弱了安倍在自民党内
的领导地位。此外，这次失利让安倍的修宪
企图平添变数，恐难以称心如意。

自民党东京都议席创新低
此次选举之后， 自民党失去了东京都

议会第一大党地位。23个议席不仅远低于
选前该党的57席， 也低于该党此前最低的
38席。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领导的“都民
第一会”获55席，赢得东京都议会第一大党
地位。

同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获得了与
自民党相同的23个议席。而且，由于公明党
转而支持“小池阵营”，“小池阵营”共获79

席，议席过半。

安倍连任自民党总裁存变数
从“地价门”到加计学园，安倍政权近

期丑闻不断。 都议会败选使自民党内部长
久以来对领导层、 尤其是对安倍的不满喷
薄而出。《朝日新闻》认为，安倍在党内凝聚
力下降成为必然， 其2018年连任自民党总
裁之路不再平坦。

此外， 惨败反映的民意可能使安倍的
修宪设想无法称心如意。 日本外相岸田文
雄2日晚在东京接受采访时承认，“（想修
宪）只有从重新努力获得国民信赖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选举使自民党与
公明党在执政联盟中的力量对比发生变
化。在修宪问题上，自民党与公明党之间存
在众多分歧，如果公明党重要性增强，无疑
将对修宪日程产生影响。

民意不可违
自民党在这次东京都选举中的惨败，

再次证明了：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
安倍奠定长期政权基础后， 权力给他

带来傲慢和专横。这在近期森友学园、加计
学园系列丑闻以及国会审议“共谋罪”相关
修正案上暴露无遗。

在这一系列丑闻的处理过程中， 安倍
的行为唤醒了民众的记忆。10年前，正是裙
带政治引发的争议促使安倍下台。这次，他
也可能重蹈覆辙。

值得警惕的是， 在内政岌岌可危的情
况下，为转移视线和推进修宪日程，安倍政
权在外交、 安全和军事政策上的冒险色彩
可能增强。在遭遇此次挫败后，不排除其在
军事和安保领域刺激民粹、 甚至铤而走险
的可能性。 （据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东京都选举，自民党惨败

安倍政权开始不稳？

外交部回应印度派遣武装力量越过
已定边界

“性质非常严重”
据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印度派遣武装力量越过
已定边界，违背了历史界约，违背了《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印度政府的一贯立场，
性质非常严重。

有记者问， 请问中方为什么认为这次印度边
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行为的性质比以往
更严重？

耿爽说， 此次印军越界事件发生在中印边界
锡金段已定边界， 与以往双方边防部队在未定界
地区的边境摩擦对峙有本质不同。

他介绍，中印边界锡金段已由1890年《中英会
议藏印条约》划定，印度历届政府多次以书面形式
对此予以确认， 承认双方对锡金段边界走向没有
异议。“条约必须遵守，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他表示，中方已多次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要
求印方遵守边界条约规定，尊重中方的领土主权，
立即将越界的边防部队撤回边界线印方一侧。

耿爽说，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由中国
清朝政府和英国双方正式签订， 规定了中国西藏
和英属锡金之间的边界。 新中国成立之后和印度
独立以来，双方历届政府均承认该条约的有效性，
并在一系列官方文件和会谈中反复确认。 该条约
无论对中国还是印度都是有效的， 具有法律约束
力。

他介绍， 该条约规定锡金段边界线沿分水岭
而行，明确说明该段边界线东起“支莫挚山”，西至
与尼泊尔交界处，沿分水岭而行，非常清楚明确。
而且在实地分水岭具体位置是清楚的， 双方长期
以来按照这一已定界进行管辖。 遵守该条约及其
划定的边界线是印度政府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

耿爽说，中印两国政府间的往来文件显示，印
度独立后， 印度总理尼赫鲁代表印度政府多次明
确承认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确定了中国
西藏同锡金之间的边界。 印方现在的做法无疑是
对印度政府一贯立场的违背。

� � � � 7月2日是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 巴林和埃及四国向卡塔尔发出的通
牒期限。 他们要求卡塔尔在这天前满足13
项复交条件，否则将实施新一轮制裁。卡塔
尔外交大臣谢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
赫曼·阿勒萨尼1日作出最新回应， 拒绝接
受上述四国的要求。

不过，通牒到期后，沙特等国宣布，再
给卡塔尔48小时。

1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访问的卡塔尔外
交大臣穆罕默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清
单设计的初衷就是让人拒绝， 而不是让人接

受或谈判。”他说，沙特等国所提的要求意在
损害卡塔尔主权，而非打击恐怖主义。

卡塔尔外交大臣说， 任何国家都可以
对卡塔尔提出不满，只要他们手里有证据，
解决矛盾要通过谈判，而不是下通牒。

他说：“我们认为， 各国应该遵循国际
法。国际法不允许大国欺负小国。没有任何
人有权力向一个主权国家发出最后通牒。”

不过， 这名外交大臣还是释放出愿意
谈判的信号，表示卡塔尔愿意“在合适的条
件下”举行进一步对话。

问及卡塔尔是否担心沙特动武，卡塔尔

外交大臣强硬作答：“我们不惧怕任何（军事）
行动，卡塔尔已经准备好面临一切后果。”

阿联酋外交部长安瓦尔·加尔贾什说，
海湾国家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可能“不是升
级冲突而是分道扬镳”，暗示会把卡塔尔踢
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然而，沙特等国给出的时限到期后，沙
特媒体报道， 应调解这场断交风波的科威
特的请求， 沙特等四国同意把期限延长48
小时。四国外长定于5日在埃及开会，讨论
针对卡塔尔的下一步措施。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沙特等延长对卡塔尔“最后通牒”
各地出台司法鉴定收费标准

剑指“天价鉴定费”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记者3日从司法部获

悉，截至6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制定出台新的司
法鉴定收费标准。 新标准的出台为维护诉讼、维
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了重要保障，“天价诉讼
费”现象有望得到整治。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司法部将
对新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监测、评价，不断完善收
费管理规定，及时、动态调整收费标准；同时，司
法部将协调国家发改委，惩治司法鉴定机构、司法
鉴定人违法违规收费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