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王亮 谭云东）
经过4个月的紧张筹备，第24届亚洲杯乒乓
球赛将于28日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体育馆
全面打响。今天下午，赛事组委会进行了抽
签仪式。

本届亚洲杯赛原定于3月在日本横滨举
行，后受日本地震影响而移师长沙。本次大
赛共有来自亚洲11个国家、地区的30名高水
平选手参赛，设男、女单打两个项目，总奖金
为10万美元。我国选手马龙、许昕、郭焱、郭

跃，中国香港的帖亚娜，新加坡的李佳薇、王
越古等高手将在28日至30日展开激烈角逐。

本届比赛男子、女子组分别设置A、B、
C、D四个小组，男、女排序前12名的运动员
将被分在A、B、C三个小组， 来自中亚、南
亚、 东南亚和西亚的各一名运动员则分在
D组。首轮为小组单循环赛制，采取5局3胜
制，A、B、C小组的前两名运动员直接进入8
强，D组第一名将和A、B、C小组的第3名进
行单淘汰赛，决出另外两个8强席位。第二

阶段的比赛采取7局4胜的单淘汰制， 最后
的男单、女单冠军将在30日晚上产生。

经过下午的抽签，马龙、许昕和郭焱、
郭跃分别位于男、 女项目A、B组的种子选
手位置； 中国香港名将帖亚娜位列女子B
组， 而新加坡的李佳薇则将与郭焱在小组
赛中展开强强对话。

本届亚洲杯乒乓球赛由中国乒乓球协
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湖南省体育局
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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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 美国华盛顿州埃弗里特， 在波音公司对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的第一架波音787 “梦幻客机” 交接仪
式上， 波音公司员工围绕在787梦幻客机旁边。

在延期3年之后， 波音终于将首架波音787 “梦幻客机” 交付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 新华社发

巴勒斯坦“入联”表决尚待时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6日就巴勒斯坦申

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一事举行闭门磋
商。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 黎巴嫩常驻联
合国代表纳瓦夫·萨拉姆说， 安理会定于28
日再次举行会议， 把巴方入联申请递交安
理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审议。

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里亚德·曼
苏尔承认入联进程需要 “花些时间”， 同时
呼吁安理会理事国 “承担责任”。

安理会今天公开讨论
安理会当天举行闭门会议， 讨论巴勒

斯坦入联申请。 会议持续40分钟。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萨拉姆会后告诉

媒体记者， 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8日9

时30分 （北京时间21时30分） 再次举行会
议， 向法律专家委员会正式递交巴方入联
申请。

萨拉姆说， 这一转交过程符合联合国
正常议事程序， 意在评估申请合法性。 依
据安理会 《暂行议事规则》， 这一专家委员
会将向安理会提交建议报告， 由安理会依
据报告采取行动。

表决仍需时日
路透社分析， 巴勒斯坦入联申请一旦

交付法律专家委员会， 意味着巴勒斯坦入
联结果至少需要数周才能揭晓。

巴方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承认，入
联进程需“花些时间”。他说，131个国家已承
认巴勒斯坦国，包括9个安理会理事国，总数

超出联大会员国的三分之二。 不过，曼苏尔
没有公开9个安理会理事国的国名。

“我们希望安理会理事国承担责任，支
持这一申请，”他说，巴方知晓理事国面临巨
大压力，“但我们信任我们的朋友”。

一些西方媒体解读， 由于美国立场强
硬， 一旦使用否决权， 巴方入联诉求难以
实现 。 不过 ， 巴勒斯坦可以退而求其次 ，
在联大推动全体会员国表决， 把当前巴勒
斯坦享有的观察员 “实体” 身份升级为观
察员 “非会员国家”， 巴方的这一诉求几乎
铁定会获得联大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

尽管这两种 “地位” 在联合国内部均
没有投票权， 但一旦升级， 巴方将能加入
不少联合国机构和公约， 使巴勒斯坦的长
期愿望、 将以色列告上国际刑事法院成为

可能。

各方展开外交博弈
在美国看来， 最好的结果是巴勒斯坦

未能在安理会获得9张赞成票， 从而避免自
身陷入需要动用否决权的尴尬境地。 因此，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积极与安理会理
事国高级官员接触， 谋求支持。

美国官员说， 希拉里在26日安理会闭
门会议开始前与黎巴嫩总理纳吉布·米卡提
会面， 谈及巴勒斯坦入联事宜。

巴方也不忘积极游说。 曼苏尔说， 巴
勒斯坦将向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 加蓬以及尼日利亚派遣高
级别代表团 ， 以期在入联议题上获得支
持。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波音787
交付日本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记者 侯丽军 曹
欣阳）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答问时说 ， 中方有关船只在钓鱼岛附近海域
进行正常海洋科考是行使中方正当主权权利。

有记者问， 近日有中国海洋调查船赴钓鱼
岛附近考察 ， 日方对此表示不满 。 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洪磊重申，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 中方对此拥有无可争
辩的主权 。 中方有关船只在钓鱼岛附近海域
进行正常海洋科考是行使中方正当主权权利。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记者 曹欣阳
侯丽军）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7日表示， 中方相
信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会继续保持持
续健康稳定的良好发展势头。

据新华社开罗9月26日电 埃及机场管
理部门官员26日否认有关利比亚前领导人卡
扎菲的部分家人抵达开罗的传言。

当地媒体援引埃及机场管理部门官员的
话说，近几个月来，没有任何一名卡扎菲家族
成员入境。这名官员还说，所有利比亚人入境
埃及都需要提前办理签证和安全许可证。

据新华社首尔9月27日电 中日韩3国合
作秘书处27日在韩国首都首尔正式挂牌，标志着
3国为加强磋商增进合作迈出了新的一步。

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金星焕、 中国驻韩
国大使张鑫森、 日本驻韩国大使武藤正敏前
往秘书处表示祝贺， 并与3国合作秘书处秘
书长申凤吉一起为秘书处牌匾揭幕。

张鑫森在致辞中说， 3国合作秘书处的
成立和启用是落实3国领导人共识的重要举
措， 中方一直积极支持在韩设立3国合作秘
书处， 将为秘书处开展工作提供积极协助。

中日韩3国
合作秘书处挂牌

埃及否认卡扎菲家人入境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在钓鱼岛科考
是行使正当主权

亚乒赛今天全面打响 马龙郭跃等高手亮相长沙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26日电 （记者 白洁
林琼） 正在纽约出席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辩论的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26日在这里会见美
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杨洁篪再次就美售台武器问题表明了中国
政府的严正立场， 指出美方错误行径严重违反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 “八·一七公报” 原
则，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安
全， 严重损害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和中美关系。
中方要求美方高度重视和严肃对待中方严正立
场， 纠正售台武器的错误做法， 立即撤销上述
错误决定， 消除恶劣影响， 停止对台军售和美
台军事联系，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

希拉里说， 美方坚定致力于拓展、 深化和
加强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美方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 高度重视并认真对待中方对美售台
武器问题的立场和关切。 美方欢迎和支持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 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台海和平稳
定。 美方愿与中方妥善处理彼此间的分歧， 避
免对美中合作造成干扰。

杨洁篪会见希拉里
要求美方撤销
售台武器错误决定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9月27日电 （记者 殷
夏 张琪） 据巴基斯坦媒体27日报道， 巴东部
旁遮普省26日晚发生一起校车翻车事故， 造成
至少38人丧生， 60多人受伤。

报道说， 死者大多是12岁至13岁的学生，
同时学校的几名老师也在事故中遇难。 医院消
息人士称， 伤者中至少有十几人伤势严重， 死
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巴基斯坦校车翻车
造成至少38人死亡

9月27日， 埃及北部城市阿里什发生天
然气管道爆炸。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