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7

月

16

日讯 （记者 谭云 东 ）

“我认为， 姚明是一个伟大的球员， 他架

起了中美两国在篮球交流上的一座桥梁。

对于他的退役， 我想说， 我支持他所作的

决定 。”

16

日 ， 在 “

２０１１

科比中国行 ” 长

沙站的媒体采访会上， 科比回答了数十家

中外媒体提出的热点问题， 当提到选择退

役的姚明时 ， 科比特别表达了自己的敬

意。

在现场记者众多的提问中， 第一个抛

给科比的话题不是湖人， 而是姚明。 但科

比毫不掩饰自己对姚明的赞许， “他是个

很了不起的球员， 他的篮球生涯很辉煌，

而且他的贡献绝不仅仅在球场上。 虽然他

选择离开 ， 但当他健康地出现在球场上

时， 他的统治力无与伦比。”

今年是科比第

6

次来到中国球迷身边，

他来到了中国不同的城市， 与这里的篮球

爱好者共同分享篮球的魅力。 有记者问，

“中国篮球年轻运动员现在的能力如何 ，

与美国的青少年球员相比 ， 有何差距 ？”

科比并未直接回答差距， 他表示： “每一

次来中国都感觉到中国年轻球员在进步，

人们对篮球十分热爱， 有激情。 除了王治

郅、 姚明、 孙悦、 易建联， 我相信在未来

ＮＢＡ

联赛的球场上， 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中

国球员的身影 ， 这 只 是 时 间 早 晚 的 问

题。”

科比的父亲是一名篮球教练， 科比退

役后会选择成为一名篮球教练吗？ 对于这

个问题， 科比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退役

后绝对不会当篮球教练。 如果我退役了，

我会尽情享受自己其他的兴趣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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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世贸组织上诉

机构

15

日发布报告最终裁定中国在与欧盟关于

紧固件的贸易争端中胜诉。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

负责人

16

日对裁决表示欢迎， 并称此案中方胜

诉具有重大意义， 将有助于改善中国企业在包

括欧盟在内的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 也将增强

世贸成员对世贸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

“这不仅是中国产业的胜利， 也是世贸组

织规则的胜利。” 这位负责人称。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在

15

日发布的裁决报告

中认定欧盟 《反倾销基本条例》 第

9

（

5

） 条关

于单独税率的法律规定违反世贸规则； 同时，

上诉机构推翻专家组的部分裁决， 支持中方的

立场， 裁定欧盟针对中国螺丝、 螺母、 螺栓等

碳钢紧固件实施的反倾销措施， 在国内产业认

定、 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的公平比较等方面也

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

世贸上诉机构终裁：

欧盟紧固件

反倾销措施违规

据新华社福建武夷山

7

月

16

日电 据福建武

夷山市委提供的最新消息， 造成武夷山公馆大

桥坍塌事故的直接原因现已查明， 是由于重型

货车严重超载 （重量

80

余吨） 所致。 大桥坍塌

与超载运行有关 ， 特别是近年高速 、 高铁施

工， 重型车辆通行量较大。

武夷山市委通报， 事故调查专家组通过现

场勘查、 查阅相关资料， 对事故原因形成初步

意见： 一是严重超载超限车辆是造成桥梁破坏

的主要原因。 该桥设计荷载为汽

-20

、挂

-100

。

当桥梁出现超过设计荷载或多部超载车上桥

时， 将对吊杆产生强度破坏或疲劳损伤， 长期

超载运行最终导致破坏。

二是该桥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 吊杆密封、

防腐工艺较差， 同时无法通过常规检查了解吊

杆内部锈蚀程度与工作状况， 经过

10

多年的使

用， 难以判断吊杆承载能力能否满足原设计要

求。

武夷山公馆大桥

垮塌事故原因查明

重型货车严重超载所致

7

月

16

日

14

时

30

分

许 ， 中石油

大连石化分

公司一炼油

装置发生泄

漏起火 。 图

为 起 火 现

场。

新华社发

中石油大连分公司

发生泄漏起火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雄壮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在人民大会堂响起。

2011

年

7

月

1

日上午

10

时，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

年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全党同志要牢记历史使命……坚定不

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更

加奋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自

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回

顾中国共产党

90

年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

就，总结党和人民创造的宝贵经验，提出新的

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目标

任务，阐述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的大政方针。

自鸦片战争起， 追求民族独立、 人民解

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贯穿百年来中

国历史的根本任务和突出主题。 历史的必然

选择， 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交到

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

的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

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激发了全国

人民无穷力量，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的抉择， 释放出中国人民蕴藏

的巨大能量和创造力， 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找到一条必

由之路。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面

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

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

民继续前进， 开创工作新局面， 赢得事业新

胜利， 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 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奋发有为向未来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什么是巨星？ 科比告诉你。

7

月

16

日，

NBA

球星 “小飞侠 ” 科比·布莱恩特抵达

长沙， 从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到湖南大学体

育馆 ， 科比在长沙的行程虽然只有短短

7

个小时 ， 但所到之处都让星城球迷为之

“疯狂”。

一对一辅导年轻球员

好胜、 倔强的性格， 让科比不愿缺席

哪怕一场比赛， 也从来不给自己的表现不

佳找借口， 这次科比中国之行的一个重要

目的， 就是要用 “言传身教 ”， 让更多年

轻球员能更深刻地认识篮球， 热爱篮球。

11

时， 刚下飞机的科比马不停蹄地来

到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 对入选耐克

“篮球攻会 ” 夏季巡回赛长沙训练营的

30

多名优秀球员进行了辅导。

前运球后跳投 、错步防守 、篮下卡位 、

绕前防守……在近

40

分钟的训练课里 ，科

比为这些小球员们讲解、 示范他的拿手篮

球技术，并让他们分组进行实践练习。科比

依次观看了每组球员的练习并悉心纠正他

们的动作，一对一地帮助球员们练习。

能与偶像同场 “较量 ”， 刘志峰激动

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感觉像在做梦。 他

的技术动作都非常实用， 对于我们来说很

有帮助。”

“在你们身上， 我看到了篮球运动的

激情， 一定要坚持对篮球的那份热情和应

有的态度 。” 科比鼓励球员们刻苦训练 ，

用运动去实现梦想。

由于劳资纠纷， 下赛季的

NBA

联赛目

前处于停摆状态， 但科比仍然坚持着自己

的篮球态度： “智慧， 强硬和无私， 这才

是总冠军球队需要的三要素。 我会继续为

湖 人 队 效 力 ， 下 赛 季 我 们 将 为 冠 军 而

战。”

“我爱长沙，下次再会”

科比的荣耀 ， 绝不仅是

5

枚

NBA

总冠

军戒指就能诠释的， 更多的时候是他对篮

球的一种态度和精神， 这也是为什么科比

在全球能有众多球迷的原因。

14

时

30

分， 科比现身湖南大学体育馆

与球迷面对面， 当他用中文大声说出 “我

爱长沙！” 现场立刻沸腾了 ， 上千人整声

喊出 “

MVP

！”

在现场， 科比兴致勃勃地观看了 “篮

球攻会” 夏季巡回赛长沙赛区

U22

年龄组

的决赛。 球迷的热情让科比脸上一直挂着

笑容， 比赛途中， 科比和球员们坐在一起

亲切交谈。 为防止球员摔伤， 他甚至亲自

用毛巾在场边地板擦拭水渍。

在随后的球迷互动环节中， 科比展示

了其精准的篮球技艺———半场超远三分一

次命中， 两次精彩的扣篮则把全场球迷的

激情彻底 “引爆”。

场内的一千多名球迷是 “幸运 ” 的 ，

而进不了场的上万球迷只能在体育馆外苦

苦等候， 期待能一睹偶像风采。 为了答谢

球迷， 科比在场内活动结束后来到体育馆

外与球迷打招呼， 并将自己的一双球鞋和

T

恤扔给了现场的球迷。

“这里的球迷让我很感动， 有机会我

一定还会来这里。” 科比激动地说。

“引爆”球迷激情

本报记者 谭云东

据新华社上海

７

月

１６

日电

１６

日晚， 黄浦江

畔的中国上海东方体育中心流光溢彩， 第

１４

届

世界游泳锦标赛在此拉开帷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

声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世游赛开幕。 国际奥

委会主席罗格、 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

等来宾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海上王冠”体

育馆举行，在东道主中国、上届世锦赛举办国意

大利、 下届世锦赛举办国西班牙的国旗相继升

起后，文艺表演《水的礼赞》精彩上演。

有来自全世界

１８１

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

参加本届游泳世锦赛，在

１６

天的赛程中，世界各

地的运动员将在游泳、跳水、花样游泳、水球和

公开水域大项的

６６

个小项上展开激烈争夺。

在开幕式前举行的本届游泳世锦赛首枚金

牌争夺中，中国选手吴敏霞和何姿轻松夺冠。

第１４届游泳世锦赛

上海开幕

吴敏霞/何姿夺首金

衡阳小将何敏明日冲金

科比：姚明是位伟大的球员

科比在湖南大学体育馆外， 引发大批

现场球迷 “围堵”。 新华社发

7

月

16

日， 科比在湖南大学体育馆内参加球迷见面会， 与广大球迷近距离接触， 和青少年篮球爱好者切磋球艺。

新华社发

本报

7

月

16

日讯 （记者 邓晶琎） 第

14

届游

泳世锦赛今晚在上海开幕。 开幕式之前进行了

跳水男子

1

米板预赛，首次参赛的我省衡阳

19

岁

小将何敏发挥稳定，位居第二，他将在

18

日

14

时

的决赛中，冲击湘军首枚金牌。

由于跳水男子

1

米板是非奥运项目，中国队

本次参赛的目的主要以锻炼新人为主， 派出了

李世鑫和广州亚运会冠军何敏出战。 在今天的

预赛中，李世鑫以总成绩

438

分名列第一，何敏

以

432.95

分紧随其后 ， 西班牙选手加西亚以

408.45

分位居第三。

赛后， 正在上海督战的省体育局副局长熊

倪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何敏与李世鑫的

分差很小，只要在决赛中提高稳定性，发挥自己

的水平，很有希望冲击金牌。”

我省共有

5

名选手参加本届大赛，除了首次

参加游泳世锦赛的何敏外，孙文雁、李玄旭、黄

朝升、谭飞虎还将分别参加花样游泳、游泳、男

子水球等

7

个小项的角逐。

据熊倪分析，何敏的跳水男子

1

米板、株洲

小将李玄旭的女子

1500

米自由泳、 孙文雁的花

样游泳集体项目均有冲击金牌的实力。

17

日

9

时，孙文雁将成为中国花样游泳队首

位亮相本届大赛的选手，出战单人技术资格赛。

7

月

16

日，第

14

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开幕

式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举行。图为开幕式现场。

新华社发

“小飞侠”降临星城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教育部日

前发文， 明确提出

10

项措施推进高校招生

“阳光工程”， 建设更加严格规范的招生管

理体系、 公开透明的招生运行体系、 严明

有力的监督保障体系和方便快捷的考生服

务体系。

这

10

项措施主要围绕信息公开和招生

管理两个方面， 具体包括：

———扩大信息公开范围， 规范信息公

开内容。

———创新信息公开形式， 拓展信息公

开渠道。

———主动强化社会监督， 增强信息公

开实效。 公开信访举报受理渠道、 程序、

时间， 完善快速处理机制。 延长信息公示

时间， 发挥基层招生考试机构和中学信息

公示的效力。

———完善诚信承诺机制， 约束各种不

诚信行为或企图。

———完善审核公示机制。 拟享受高考

加分及参加特殊类型招生考试的考生， 须

向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提交申请材料。

———完善档案管理机制。

———完善违规惩处机制。 高校可在其

招生章程中对录取考生提出诚信要求， 据

此决定是否录取诚信档案中有不诚信行为

记录的考生 。 对于工作人员的不诚信行

为， 属违规违纪的， 依照有关规定和纪律

要求严肃查处； 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

关，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加强招生考试管理。

———提升招生考试服务。 积极创造条

件， 为伤残、 家庭经济困难、 信息不畅地

区及其他特殊困难考生群体提供更加人性

化的政策公告、 救济帮扶等服务。

———创新争议解决模式。 鼓励各省级

招生考试机构和高等学校根据本地本校实

际 ， 进一步完善申诉受理和争议仲裁办

法， 积极吸纳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仲裁机构

或人员参与相关争议解决工作 ， 及时调

查、 处理、 仲裁、 答复考生合理申诉， 有

效化解招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

教育部：

10项措施推进高校招生“阳光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