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30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陈永刚 肖丽娟 李特南 版式编辑 刘也市州新闻·时事聚焦07

“准驱逐”应对新制裁

俄美关系雪上加霜
� � � �俄罗斯外交部28日宣布，美国参众两院以“极度挑衅”的法
案拟对俄加强制裁，俄方决定采取回应措施，要求美方裁减驻俄
外交人员数量，禁止美使馆使用其位于莫斯科的多处房产。

分析人士认为，俄方虽未直接使用“驱逐”一词，但其措施相
当于对美国外交官实施“准驱逐”，这表达了俄罗斯对当前俄美关
系的失望与愤怒。 随着特朗普政府“通俄门”在美国国内持续发
酵，俄美之间对抗难以缓和，两国关系僵局难以破解。

� � � �俄外交部官网28日发布声明， 要求美方
在今年9月前将美国驻俄外交人员裁减到455
人，与目前俄驻美外交人员总数持平。 同时，
自今年8月1日起， 禁止美使馆使用其位于莫
斯科西部“银松林”的度假屋及其位于莫斯科
南部的多个库房。

据俄媒体报道， 由于美国驻俄使馆人员
众多， 这意味着可能有200至300名美国外交
人员将离开俄罗斯。

美国国会参议院27日通过了众议院递交
的对俄加强制裁法案， 并呈送总统特朗普签
署。 该法案涉及对俄石油开采和能源出口管
道建设进行制裁，引起俄各界强烈谴责。

去年12月底， 美国还曾以俄罗斯涉嫌干
预美国总统选举为由驱逐了35名俄外交人员
及其家属， 关闭了位于纽约和马里兰州的两
处俄罗斯外交机构房产。

对俄制裁新法案和外交财产之争是此次
俄采取对美报复措施的原因。 俄副外长里亚
布科夫说， 美国非法没收俄外交财产至今已
经7个月，在就归还财产进行的谈判中，美方
提出了俄罗斯无法接受的各种条件， 让俄方
最终耗尽耐心。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军事政
治研究中心主任巴秋克认为， 俄罗斯的报复措
施迟到了半年， 因为俄此前对特朗普上台后俄
美关系正常化一直抱有一线希望。 但美国的新
制裁法案事实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俄美关系
现在处于低谷，且无法保证未来不会更坏。

俄外交部声明指出， 美国新制裁法案表
明，俄美关系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人
质”。 新制裁法案是一种讹诈，目的是利用恶
意的政治手段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创造竞争
优势，限制外国伙伴与俄罗斯的合作。

� � � �从改善俄美关系大局考虑，特朗普执政半
年来，俄罗斯对美国包括驱逐俄外交官在内的
敌意行为始终比较克制。 然而，令俄方难以接

受的是，在华盛顿一些圈子里，敌视俄罗斯、公
开与俄对抗已成为一条不可改变的方针。

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
基说， 尽管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承诺改善美
俄关系，但事实上，在前任奥巴马政府推动下
旋转起来的反俄“飞轮”根本停不下来，反而
在朝着更具破坏性的方向加速。

俄外交部声明指出， 对于美国的新制裁
法案，除了当天的回应措施外，俄方还保留进
一步采取触及美国利益的措施的权力。

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步步紧逼下，为维
护自身利益和大国尊严， 虽然俄官方内心仍
希望与美国对话， 但也不得不对美国追加新
制裁这样的举动作出必要反应。

里亚布科夫表示， 为了让美国国会中的
“仇俄者”能感受到俄方的报复，“俄罗斯的工
具箱里准备好了一切手段”，具体采取什么措
施，将视美国下一步反应决定。

� � � �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8日与美国国务
卿蒂勒森通电话， 就俄当天回应美制裁法
案一事进行沟通。 拉夫罗夫表示，俄方的回
应是迫不得已、克制、对等和符合国际惯例
的，旨在保护俄合法利益，希望美国能够反
思其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

拉夫罗夫重申， 俄罗斯仍愿实现俄美
关系正常化， 仍愿同美国在重大国际问题
上开展合作，但必须基于平等、相互尊重、
利益平衡的原则。 俄外交部消息称，拉夫罗
夫与蒂勒森同意就俄美关系中的所有问题
继续展开接触。

分析人士认为， 俄美之间的结构性矛
盾和缺乏互信限制了双方合作的规模和深
度， 但在国际事务一些具体领域俄美仍有
合作的需求与空间，包括打击恐怖主义、防
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避免直接军事
冲突等。 全面对抗不符合俄美双方的利益。
即使在乌克兰危机白热化时期， 俄美合作
解决伊朗核问题和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
努力也在继续。

不久前， 俄总统普京和特朗普在德国
汉堡举行首次会晤，就建立叙利亚“冲突降
级区”、为两国协调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官方
代表建立沟通渠道、 成立网络安全问题双
边联合工作组等达成共识。 这些共识如果
真正得到落实， 将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
和俄美之间的对抗。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28日电）

迟来的报复

“反俄”难停步

� � � � 7月25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了一
项针对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三国的制裁议案。
图为美众议院议长瑞安出席记者会。 新华社发

仍保持接触

� � � � 7月27日，在芬兰萨翁林纳，俄罗斯总
统普京出席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的联合新
闻发布会。 普京说，美国针对所谓俄罗斯影
响美国总统选举事件进行调查是为了处理
国内问题，但牺牲了俄美双边关系。

新华社发

� � �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28日对谢里夫家族涉嫌腐败案作出裁决，
决定取消谢里夫总理任职资格。 谢里夫随后辞职。 执政党穆斯林联
盟（谢里夫派）29日宣布，提名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夏巴兹·谢里夫为
新总理，前石油和自然资源部长沙希德·哈坎·阿巴西为过渡总理。

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裁决将对定于明年举行的巴基斯坦大选
产生极大影响， 相当于提前宣布谢里夫家族在巴国内激烈的政治
斗争中出局，而反对党眼下也推选不出有力的候选人。 因此，巴未
来政局走向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总理谢里夫去职

巴政局将面临挑战

� � � �由巴最高法院5名法官组成的审理小组
28日一致同意，取消谢里夫的任职资格，决定
由国家稽查局对谢里夫本人、 其两个儿子及
女儿和女婿正式立案调查，并要求在6个星期
内完成相关调查，6个月内作出最终决定。

当天一同被取消任职资格的还有涉案的
财政部长伊沙克·达尔和国会议员、谢里夫女
婿萨夫达尔。

巴最高法院表示， 谢里夫家族申报的资
产与其已知的合法收入有巨大差距， 根据宪

法规定，他已不值得信任。最高法院还要求国
家选举委员会发布通告， 取消谢里夫的国会
议员资格， 并建议巴总统启动新一任总理的
选举工作。

现年67岁的谢里夫一直否认自己有任何
不正当行为， 并称针对他的调查是带有偏见
和错误的。

此次去职是谢里夫第三次未能完成总理
任期。 1993年，谢里夫因被控受贿遭时任总统
解职。 1999年，他在军事政变中被罢免。 2013
年，谢里夫领导的穆盟（谢派）在国民议会选举
中以明显优势获胜，他开始第三个总理任期。

家族涉嫌腐败

� � � �巴基斯坦定于明年举行大选。专家认为，
此次裁决将对选情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问题专家叶海林认
为，最高法院这一裁决对谢里夫家族及其所属
党派的打击非常严重，相当于提前宣布谢里夫
家族在巴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出局。“这一
裁决最大的影响在于明年大选。 现在巴基斯坦

政局比较复杂，以往两大主要政党轮流坐庄的
情况很难重演，因为目前主要反对党人民党也
推举不出一个特别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

中国南亚学会前会长孙士海认为， 除了
穆盟（谢派）和人民党，正义运动党等党派也
在崛起，明年大选到底哪个党派会获胜，总理
是谁，目前还不好说。但谢里夫家族明年卷土
重来的可能性目前看比较小。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冲击明年大选

� � � � 7月28日， 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安全人员在最高法院外警戒。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蒋卿）“这些蔬菜摘下后马上打包，运
到广州、深圳后再出口。现在，基地每天销
售蔬菜120吨。”7月27日， 新田县富硒蔬菜
产业园基地负责人介绍。

今年上半年， 永州市出口农产品5274
批次，货值1.52亿美元。2013年，永州市食
品农产品出口货值仅7602万美元， 到2016
年，增加到3.27亿美元，年均增长61.8%，该
市出口食品农产品货值居全省首位。目前，
该市正在全力创建长江以南首个国家级出
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

永州市地理生态环境优良， 土壤、气
候适合种植高品质的农产品。该市还是联
通两广、对接东盟的重要门户，有利于鲜
活农产品快速出口。近年，该市加快土地
流转和食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大力发
展绿色、生态、安全农业，全市初步形成了
优质水果、食用菌、生猪养殖、食品罐头、
茶叶、优质蔬菜产业集群。2015年，该市在
全省率先启动满天星计划和农产品防伪
溯源监管云平台，全市11个县（区）实现农
产品生产有记录、流向可追踪、质量可追
溯、责任可界定。已成功创建国家级蔬菜

标准园4个， 获批省级现代农业特色产业
示范园14家，建成实施标准化生产、具有
一定规模的种植基地272个， 创建生猪
（牛、羊）标准养殖场500个，农业标准化基
地农户入社率达90%以上。 全市农产品
“三品一标” 认证总数达592个，21个产品
拿到了进入欧美市场的绿色通行证，蔬菜
水果省市例行检测合格率达97.5%以上。

到目前，永州市11个县（区）均为省级
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其中7个
县（区）是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区，占全省示范区数量的大半。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王茜 实习记者
夏叶）记者27日从长沙高新区了解到，目前，长
沙高新区军民融合企业已达120余家,�其中北
斗应用企业62家，占全省80%。2016年，长沙
高新区军民融合产业总产值突破300亿元，占
全省30%。

目前， 长沙高新区已形成以北云科技、
海格北斗信息等为代表的北斗产业集群；以
中兴通讯、中国联通等为代表的云计算及大
数据产业集群；以华强电气、中国通号等为
代表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以博云新材、航
天新材料研究院、航天068基地、航天环宇为
代表的航空航天产业集群； 以长城信息、长
城银河、 麒麟信息等为代表的软件产业集
群；以中联重科、华曙高科等为代表的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在主打六大集群的同时，长沙高新区拥有

湖南省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产业园、芯城科技园
和中电软件园3处军民融合聚集地。 湖南省军
民融合科技创新产业园是长沙高新区与湖南
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院联合打造， 据了
解，该项目建成后，入驻企业可达500余家，预
计创造就业岗位2万余个；芯城科技园6号栋约
2万平方米场地作为湖南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
研究院创新创业基地，3年免房租， 现有10多
家企业入驻；中电软件园作为北斗导航产业聚
集园，不仅吸引了中森通讯、北云科技、基石信
息等多家知名企业入驻，还建设了北斗（长沙）
导航产品检测认证服务平台和北斗无线电产
品检测平台。

未来5年，长沙高新区将计划引进1000个
优质军民融合项目，聚集1万名专业技术人员，
拥有1万项军民融合科技成果， 形成产值突破
1000亿元的军民融合产业集群。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记者 谢璐）7月27
日，国家税务总局调研组来到长沙市望城区
国地税联合办税大厅调研时认为，望城区国
地税在落实“一窗一人办税”服务模式中简
化了流程、提升了效率，先进经验值得借鉴
推广。

自2015年以来， 望城国地税开展深度

合作，先后推进前台窗口融合、后台执法融
合、税务分局融合“三部曲”。特别是自2016
年起， 克服双方系统兼容、POS机互通、人
员业务培训等难题，在全区推行“一窗一人
办税”服务模式，实现一个窗口、一名办税
员、一张银行卡、一台POS机，同时办理国
地税两家业务，对即办事项即时办结，非即

办事项窗口受理、后台流转、并联审核、提
速办结。纳税人只需进一张门、排一次队、
提供一套资料，大幅降低办税成本。以代开
普通发票为例， 在新模式下仅需1到2分钟
就可办结。

据了解，该区“一窗一人办税”运行以
来，共办理各类业务10万余笔，95%以上业
务均可即时办理，部分业务提速50%以上。
国地税税款同步征收， 杜绝了地税附加税
费流失等问题， 增收税款1亿元。2016年11
月，该区被国家税务总局授予“全国百佳国
地税合作县级示范区”荣誉称号。

军民融合产业主打六大集群
长沙高新区未来5年产值将突破1000亿元

望城推行“一窗一人办税”服务模式
国家税务总局调研组认为其先进经验值得借鉴推广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周小雷 ）昨
天，由株洲市委、军分区举办的“赞颂辉煌成
就，赓续红色基因”纪念建军90周年图片资料
展暨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在株洲神农大剧院
拉开序幕。

株洲，是革命圣地、红色摇篮。在这里，毛泽东、
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围绕党的建设、
人民军队建设、 红色政权建设、 革命道路等方
面，进行了极其艰辛、全面的探索，对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夺取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和建立新
中国，具有极其独特、重要的意义。

此次展览为期24天， 是株洲市纪念建军

90周年10大系列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图片
资料展主要采用图文形式展示我军建设发展
的重大历史进程，展示株洲革命和建设发展历
史，回顾株洲人民拥护党的领导、支持人民军
队的光荣传统、生动事迹、英雄人物以及株洲
市在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巨大成就。
作品展区设置书法、美术、摄影3个项目。题材
以军队建设、民兵预备役建设、双拥共建、军民
融合、人民防空、军事设施保护等为主。通过展
览，让广大市民进一步了解历史、了解军队、了
解株洲，激发爱国爱党爱军热情，汇聚起实现
强军梦强国梦的磅礴力量。

赞颂辉煌成就 赓续红色基因
株洲举办建军90周年主题展览

永州食品农产品出口势头猛
11个县（区）均为省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今年上半年出口货值1.52亿美元，近4年年均增长61.8%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何佳玲）昨天，中央文明办发布2017
年“中国好人榜”7月榜单，湖南的王长征、
周力量、刘琼、王小艳以及参与抗洪救灾的
宁乡祖塔村救人英雄群体上榜。

6月22日至7月初，受持续强降雨影响，
湖南宁乡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7月1日，宁
乡沩山乡祖塔村59岁村民周爱香， 因泥石
流造成房屋倒塌而被掩埋。 该村一批党员
干部和群众自发进行营救， 不料遭遇二次

泥石流，参与救援的人中，8人不幸牺牲，另
外10人身受重伤和不同程度轻伤。 祖塔村
18位党员干部和群众见义勇为， 是一个不
折不扣的英雄群体，当选为7月“见义勇为
中国好人”。

株洲市三湘福星园老年公寓党支部书
记王长征，在创办老年公寓后，坚持以诚信
为本，始终把家属的要求、老人的满意放在
首位。他亲手为老人做护理，时刻把控食堂
的饮食，获得老人们的称赞。他当选为“诚

实守信好人”。
今年4月27日，湘潭交发集团司机周力

量行驶途中突发疾病，他拼尽全力用7秒钟
紧急处置， 确保了公交车上30多位乘客的
生命安全。25年来，周力量在公交驾驶岗位
上赢得了同事的尊重和乘客的信赖， 当选
为“敬业奉献好人”。

长沙县黄花镇谷塘村的普通妇女王小
艳，面对兄长意外身亡、公婆相继病倒和丈
夫的意外伤残， 用自己孱弱的肩膀撑起了
整个家庭，悉心照顾公婆和丈夫，传承了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蓝山县人刘琼，34年来
以打工养家，11年如一日悉心照顾患病母
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百善孝为先”的真
谛。王小艳和刘琼当选为“孝老爱亲好人”。

宁乡祖塔村救人英雄群体
入选“中国好人榜”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贺凌云 周翼）盛夏韶山，翰墨飘香。昨天，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前夕， 伟人故里书
画联展在韶山市换乘中心拉开帷幕。

此次联展由湖南省韶山市、江苏省淮安市
淮安区、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四川省广安市
广安区、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陕西省渭南市
富平县六地政协联合主办，韶山市文联、韶山
市书法美术家协会承办。

此次联展共遴选112件书画作品。这些作

品多形式、多角度地讴歌了人民军队在党的领
导下走过的光辉历程、建立的丰功伟绩、积累
的宝贵经验；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强
军目标为引领，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
治军，聚焦备战打仗的新局面；表达了书画家
们“翰墨颂春秋”的心情和意境；体现了全国各
族人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强军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美好
愿景。

伟人故里书画联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