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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俄罗斯国防部5日确认， 俄军正在黑
海海域和克里米亚东部演习。乌克兰海军
当天宣布，成功试射新型巡航导弹。与此
同时，美军一艘驱逐舰驶近俄罗斯海域。

分析人士认为， 俄乌美三方“互秀肌
肉”，无益于缓解俄乌间紧张局势，且容易引
发擦枪走火，地区局势面临急剧恶化的风险。

俄乌美摩擦升级
俄罗斯国防部5日发表声明说， 俄海

军两艘潜艇在黑海某海域演练了紧急部
署、侦察、跟踪和用火箭摧毁海上及沿海
目标等科目；潜艇艇员此后还将演练深潜
和紧急浮出水面。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
长图尔奇诺夫同日宣布，乌克兰海军当天
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靶场试射了新型
巡航导弹，8枚改进型S-125导弹成功命
中280公里以外的黑海水域目标。

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两架美军侦察
机3日先后对刻赤海峡、 克里米亚半岛西
南部等地区展开了数小时侦察。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麦克马
尔5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麦
坎贝尔”号驱逐舰当天驶入俄罗斯彼得大
帝湾附近水域，以“挑战俄方过度的海洋
主张”。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委员普什科夫4日

回应说，美国和北约应该清楚认识到黑海
地区的力量对比状况，若派军舰进入黑海
海域，会导致地区冲突急剧恶化，产生严
重后果。

俄意在威慑乌克兰
分析人士说，在黑海地区“秀肌肉”是

俄罗斯近年来常用的威慑手法，此次军演
正值俄乌海上冲突余波未平之际，无论是
计划内还是临时增加，都显露出对乌克兰
浓厚的威慑意味。

有分析认为，对俄罗斯来说，尽量避
免进一步恶化与西方关系，为俄乌海上冲
突降温，或是重要考量，但在国家安全、主

权等问题面前，俄罗斯难以让步。对乌克
兰而言，国内经济持续低迷，明年3月将举
行总统选举， 寻求加入北约的进程缓慢，
这些因素都强化了乌克兰方面打“反俄”
牌的动机。

俄罗斯《独立报》认为，因为俄乌海上
冲突，欧美可能对俄进行激烈批评并实施
新一轮制裁，也可能致使北约舰艇更频繁
进入黑海。

法新社也分析说，俄乌海上冲突发生
以来， 欧洲方面主要还是想要降温处理，
防范不可控因素，避免陷入俄乌敌对的陷
阱之中。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俄搞军演美出军舰 俄乌冲突难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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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12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 国
家科技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国
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研究
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规划、 促进创新开放
合作， 推动落实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
大自主权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出席。

李克强说， 科技创新战略布局要更
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面向现代化建设，
聚焦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培育壮大新动
能， 推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基础研
究是科学体系的源头， 要对基础研究加
大长期稳定支持， 引导企业和社会增加
投入， 突出“硬科技” 研究， 努力取得
更多原创成果。 完善创新机制， 坚持企
业主体、 市场主导， 鼓励产学研用联合

创新， 支持龙头企业牵头重大科技项目，
拓展国际创新合作渠道， 促进科技创新
突破和成果转化。 发展科技资源共享平
台、 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平台和工业互
联网平台， 支持大中小企业、 线上线下
融通创新， 深入推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
新， 促进“双创” 上水平， 推动产业向
中高端跃升。

李克强说， 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更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 营造良好创新
生态。 尊重规律， 尊重科研人员， 进一
步解放生产力。 要切实抓好赋予科研机
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 科研项目评价、
科研人员激励等政策落实。 对项目管
理、 技术路线决策、 预算调剂、 成果转
化收益分配等方面已出台的政策， 有关
部门要逐一梳理， 明确责任， 确保全面
兑现。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强调：

发挥科技创新对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第二次申办，这次更有信心

启动仪式上，省体育局局长李舜发布
了开展“湖南申办第十五届全运会主题口
号征集”“我为湖南申办第十五届全运会
献计献策”和“我为湖南申办第十五届全
运会点赞助威”三大主题活动。李舜表示，

“三项活动”的全面启动，就是希望借此聚
全省人民之力，集全省人民之智，来争取
2025年第十五届全运会的主办权。

这是我省第二次申办全运会。
2011年，我省曾联合湖北省，一起申

办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 不过最终天
津市获得了承办权。7年过去，我省第二次
申办全运会，信心更足。李舜说：“作为一
项政府决策， 申办2025年第十五届全运
会，是全省人民的大事，更是我省体育界
当前的头等大事。我省有能力、有信心、有
决心承办一届成功的全运会。”

李舜介绍，我省申办全运会，有情怀、
有动力、有优势。“我省是伟人故里，毛泽东
主席是我们湖南人， 贺龙元帅也是我国第

一任体委主任， 我们热烈期望全运会可以
在伟人故里举行。 我省14个市州的体育场
馆设施非常充足，不需新建太多场馆。筹划
多年的湖南奥林匹克中心现在也已规划选
址，地点在望城的大泽湖周边。其他方面，
我省的经济位列全国前十， 交通现在也十
分发达，完全具备了承办全运会的能力。”

明年七八月份陈述，潜在对手有3个

“现在时间已经很紧迫了，申办全运
会的相关工作将全面展开。”李舜表示。

据了解， 在2017年天津全运会进行

时，省体育局首次提出申办第十五届全运
会，然后经省政府同意，写入了今年年初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年3月份，省体育局
正式向国家体育总局提交了申办的报告。

李舜告诉记者，“明年的七八月份，国
家体育总局将就申办第十五届全运会举行
陈述会和投票，结果当场就会出来。我们筹
备申办陈述的工作只有大半年的时间。”

与2021年第十四届全运会只有陕西
省一个省份提出申办不同，在全民健身上
升到国家战略、“健康中国”国策提出的大
背景下，如今各省市对申办全运会的热情
明显高涨。

“目前正式向国家体育总局提出来申
办的只有我省，但有意向的省份有3个，分
别是福建、广西和四川。可能还不止这3个
省份，要等最后的消息。但不管最终提出
申办的省份有几个， 我们都有充足的信
心。”李舜说。

申办全运会，你来想口号

� � � � 12月6日，省体育局启动“湖南申办第十五届全运会主题口号征集”等三项活动。这预示着，自今年年初
我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申办第十五届全运会”后，申办全运会的工作将全面展开———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外交部回应华为首席财务官被拘押：

澄清理由并立即释放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日就华

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拘押一事答问时表示，中方
已经向加拿大和美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对方立即
对拘押理由作出澄清，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加拿大政
府拘押了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中国驻加拿
大使馆发言人已就此发表谈话。中方是否在北京召见了
加拿大驻华大使提出交涉？

耿爽表示，中方获悉相关情况后，第一时间向当事
人提供领事协助，并向加方、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对
方立即对拘押理由作出澄清， 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切
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

全球热点

美国体操协会申请破产
据新华社芝加哥12月5日电 由于受前美国体操队队医

纳萨尔性侵案影响，总部在印第安纳州的美国体操协会陷入
一系列巨额诉讼，于5日向当地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

美国体操协会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申请破
产保护将有助于解决纳萨尔性侵案引发的诉讼，同时表
示这一举动并不影响协会的正常运营。

该案的受害者代理律师约翰·曼利对此表示，这标志着
美国体操协会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道德上已经破产，“他们
无法承担作为一个奥运项目监管机构应当担负起的责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