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俄总统认为
首次正式会晤具有“建设性”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会晤。双
方表示， 两人首次正式会晤具有 “建设
性”，美俄将继续对话。

特朗普和普京当天在芬兰总统府举行
了数小时闭门会晤。在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
上，特朗普说，他和普京谈到了俄罗斯涉嫌
“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朝鲜半岛核问
题、打击恐怖主义、伊朗、叙利亚局势等问题。

在所谓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
选举问题上，普京强调，俄方从未干预美国
内部事务。特朗普表示，他认为没有理由断
定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

(据新华社赫尔辛基7月16日电)

会晤有意义
特朗普在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

示， 他和普京谈到了俄罗斯涉嫌“干预”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问题以及朝鲜半岛
核问题、反恐、伊朗问题、叙利亚局势等。他
说，双方的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两国的国家
安全委员会将继续就这些问题进行磋商，

“今天的会晤只是一个更长过程的开端”。
普京说， 他和特朗普在坦诚的气氛

中举行了“成功”和“有益的”会晤，双方
还讨论了两国的核军控、 贸易投资合作
等问题。他对会晤表示“满意”，称这是朝
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会晤就一些问
题作出了今后继续磋商的机制性安排，
有利于两国加强接触对话。

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国际
问题研究专家德米特里·苏斯洛夫说，双方
在此次会晤中决定成立专家工作组以磋商
俄美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并制订解决方
案， 同时决定组建俄美经贸关系高级工作
组， 这是两国近些年关系紧张以来首次就
建立这样的工作组达成一致。此外，俄方在
战略稳定、网络安全、叙利亚局势等问题上
提出建议， 这些问题也被列入双方继续磋
商的议题范畴。这些都具有重要意义。

分歧仍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美俄两国总统对

此次会晤的评价尚可， 但会晤并未发表联
合声明。专家认为，这表明双方在影响两国
关系的重要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
展。

德国外交关系协会俄罗斯问题专家萨
拉·帕贡说，特朗普和普京宣布的结果并不
具体。 当被记者问到如何给叙利亚带来和
平以及以色列的安全等问题时， 他们没有
提出任何具体步骤。 普京在谈及核裁军问
题时说他提出了一个建议， 但特朗普没有
回应。

美国华盛顿智库“防务重点”安全问
题专家丹尼尔·戴维斯说，从特朗普和普
京在记者会上的表态来看， 双方在乌克
兰和克里米亚问题上仍有很大分歧。

苏斯洛夫认为， 对于如何解决所谓
俄“干预” 美国总统选举以及乌克兰问
题、战略稳定、军备控制、核裁军等，双方
均未达成协议， 也正因如此双方没有发
表联合声明。

僵局难破解
关于此次会晤能否改善美俄关系，

两国舆论出现较大分歧。总体而言，俄方
专家和媒体对会晤评价较为积极， 认为
俄方在会晤中释放了积极信号， 有助于
抑制美俄关系的继续恶化， 促进两国关
系改善。

美方舆论则对会晤评价较低。 美国
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威廉·考特尼说，鉴

于会晤并未取得具体成果， 很难说是否
有助于缓和美俄关系。 戴维斯也认为目
前判断此次会晤能否对未来产生实质性
影响仍为时尚早。 而美国国会民主与共
和两党重量级议员均强烈批评特朗普在
与普京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现“软弱”，未
能直斥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

德国外交关系协会俄罗斯问题专家
萨拉·帕贡表示，美俄双边关系的缓和将
取决于双方对这次会晤的跟进。 特朗普
在诸多问题上面临国内压力， 他需要国
会的支持，但国会恐怕很难妥协。

此外，分析人士指出，不论此次会面
能否对未来产生积极影响， 鉴于双方在
对彼此的定位和一系列问题上存在重大
分歧， 美俄关系僵局将难以从根本上得
到破解。

（据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中建信和”杯
五人制足球赛落幕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通讯员 高兴 记者 王亮）7月
15日晚，2018“中建信和杯”五人制足球赛决赛在长沙贺龙体
育场完赛，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队以1比0战胜长沙市信访局
队，获得冠军。

本届赛事由长沙市体育局与长沙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
会联合主办，长沙市足球协会承办。长沙市政协副主席、长沙
市体育局局长李平表示：“现在长沙的足球氛围越来越浓厚，
足球最能体现合作意识、拼搏精神、团队精神，希望大家把这
种足球文化和精气神带到工作中，凝聚力量、鼓足士气。”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足球队2012年成立， 球队队员、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局长冯意刚全程参赛。 他说，“平时工
作比较忙，我们都是利用周末进行训练和比赛，基本每周
末都有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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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人力资
源市场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条例》是系统规范在我国境内通过人
力资源市场求职、 招聘和开展人力资源服
务活动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对建设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更好服务于
就业创业和高质量发展， 实施就业优先战
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条例》
对人力资源市场培育、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人力资源市场活动规范、 人力资源市场监
督管理及法律责任等作了全面规定。

一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对人力

资源市场的培育。 国家建立政府宏观调
控、市场公平竞争、单位自主用人、个人自
主择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服务的人
力资源流动配置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运用区域、产业、土地等政策，推进人力资
源市场建设，建立覆盖城乡和各行业的人
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系统。引导和促进人
力资源合理流动，任何地方和单位不得违
反国家规定设置限制流动的条件。鼓励开
展平等、 互利的人力资源国际合作与交
流，开发利用国际国内人力资源。

二是落实改革要求， 推进人力资源市
场领域的“放管服”改革。明确了公共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免费提供的服务事项。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
动，需要取得行政许可，开展其他人力资源
服务实行备案管理；设立分支机构，变更名
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终止经营活动，
需要书面报告。 取得行政许可或者经过备
案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单及其变
更、延续等情况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三是明确人力资源市场活动规范，促
进市场主体诚信守法。 个人应当诚实求
职，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如实发布或者提供
招聘信息，人力资源应当依法流动。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举办现场招聘会、收集和发
布人力资源供求信息、提供人力资源服务
外包、 通过互联网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等，

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 不得采取欺诈、
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不得介
绍从事违法活动；违法开展业务的，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四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维护人力
资源市场秩序。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实施
监督检查。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
当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 但是通过信
息共享可以获取的信息， 行政机关不得
要求其重复提供。 加强人力资源市场诚
信建设，实施信用分类监管。加强人力资
源服务标准化建设， 发挥人力资源服务
行业协会作用。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82 1 1 0 4 1 9 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2 6251346.23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91 3 4 0
排列 5 18191 3 4 0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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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外交部回应美指责中国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据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

日在回答有关美国指责中国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提问
时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中国将继续当遵守世贸组织
规则的模范生， 也希望美方用实际行动尊重和遵守世贸
组织规则，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中国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动辄采取单
边措施，违背自由开放、非歧视、关税约束、‘特殊和差别
待遇’等世贸组织的根基。在大是大非面前，中国讲原则、
守信用、有担当。”她说。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中国将继续当遵守世贸组织规
则的模范生， 也希望美方用实际行动尊重和遵守世贸组织
规则，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华春莹说。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周
倜）2018中国长沙国际名校赛艇挑战
赛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长沙贺龙体育
中心举行，7月28日至29日，来自国内
外20所知名高校代表队将汇聚星城，
竞逐湘江。

本次比赛地点为湘江长沙段中
心水域，从湘江橘子洲西侧航道橘子
洲大桥往北200米延伸至沙滩公园
西侧尾端。来自耶鲁大学、剑桥大学、
墨尔本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北京大

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等20所国内
外顶级名校赛艇代表队将参与大学
男子八人艇1000米、 大学女子八人
艇1000米比赛。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畅游湘江59
周年， 本次活动专设横渡湘江环节，
广大游泳爱好者和国际名校大学生
的代表将畅游湘江， 结合赛艇挑战
赛，向全世界推介美丽的湘江。

比赛期间，市民可到橘子洲或湘
江河东、河西风光带为赛艇健儿和渡

江选手加油。湖南都市频道《都市大
直播》 节目也将在7月29日上午现场
直播中国长沙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
决赛。

本次大赛由中国赛艇协会、省体
育局、 长沙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湖
南湘江新区管委会、 长沙市体育局、
长沙市教育局承办，省水上运动管理
中心、省游泳协会、长沙市船艇运动
协会、长沙市冬泳协会、浙江阿美体
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周俊）7月16日，
“湘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暨青少年足球夏令营
在娄底开幕。 该活动由省体育局、 娄底市政府主
办， 来自马来西亚和全国20多个省市的62支代表
队及1800名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参加。

近年来，娄底结合城市提质工程，在市城区所
有的公园、 游园建设健身游道， 设置全民健身场
地，投资10亿余元建成体育中心；开展骑行、登山、
徒步、游泳、球类、广场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健身
活动，营造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推动机关、学校
和企事业单位的体育设施有序向社会低收费或免
费开放，实现体育资源共享。

“湘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开球

娄底打造全民健身之城
中国长沙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28日挥桨

中外学霸竞逐湘江

� � � � 刘谦初， 原名刘德元，
1897年出生于山东平度的一
个农民家庭。1913年春天，16
岁的刘谦初考入平度知务中
学。1918年， 刘谦初又以优异
成绩考入齐鲁大学预科。1922
年，刘谦初考入北京燕京大学。

1927年1月，30岁的刘
谦初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也是在这一年， 刘谦初遇到
了自己的革命伴侣———时任
中共京山县委副书记、24岁
的张文秋。两人怀揣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又被彼此人格魅
力所吸引。在武汉亲友的家中，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刘谦初根据党的指
示，先到江苏省委工作，后经上海去福建。1928年9月，在福
建省第一次党代会上，他被选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29年
初，党中央调他到山东工作，以齐鲁大学助教身份作掩护。

1929年7月，他按党中央的指示，和青岛市委的同志
一起，领导和发动了持续40多天的青岛大康、隆兴和富
士等七大纱厂的总同盟大罢工， 给反动当局和日本帝国
主义以沉重打击。

1929年8月6日，刘谦初经青岛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
工作时，不幸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在刑场上，刘谦
初戴着沉重镣铐，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等口号，慨然就义。 （据新华社济南7月17日电）

刘谦初
一颗红心忠勇为党

刘谦初像 新华社发

美俄首脑会晤难解两国关系僵局
� � �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
基举行会晤。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俄两国总统首次举
行正式会晤。

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会晤为两国继续就一系列问题展开对话
奠定了一定基础，但会晤并未取得具体成果，当前处于低谷的美俄
关系短时间内难以打破僵局。

新闻背景

� � � � 7月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美国总统特朗普（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联合
记者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