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0日21时，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
街道红棉二路华茂
工业园路面发生塌
陷， 塌陷直径6至7
米 ， 深约 3至 4米 。
截 至 21 日 16 时 30
分 ， 事故已造成 5
人死亡。 新华社发

龙卷风袭击美国城市

图为5月20日， 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俄克拉何马城附近的穆尔市， 两名
女孩站在龙卷风造成的废墟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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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秦刚21日在此间宣布， 应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统卡莫纳、 哥斯达黎
加共和国总统钦奇利亚、 墨西哥合众国
总统培尼亚、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奥巴马
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5月31日至6
月6日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哥斯达黎
加、墨西哥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于6月7
日至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
庄园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洪磊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
时介绍了习近平主席出访拉美三国的

有关情况。
他说，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英语

加勒比地区重要国家， 也是中国在这
一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 哥斯达黎加
是中国在中美洲地区唯一建交国，与
中国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 墨西哥是
重要新兴市场国家， 同中国建有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这次访问将是习近平
主席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进行的首次
国事访问， 也是中国国家主席对特多
及英语加勒比地区的首次访问。

他说，中方希以此访为契机，进一
步增进与上述三国的政治互信， 推动

互利合作，巩固传统友谊，加强中国同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友好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洪磊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
时介绍了中美元首会晤有关情况。

有记者问： 中方对此次中美元首
会晤成果有何期待？

洪磊说，此次会晤是中美两国政府
换届后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
晤，对中美双方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
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有效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和探索构
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两国元首届时将就双边关系和共
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
换看法。

洪磊说，过去四年，中美关系总体保
持积极发展的良好势头。双方在经贸、能
源、环保、人文、地方等广泛领域加强了
对话与合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
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以及处理朝鲜半岛、
伊朗核问题上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协调。
当然，中美之间也存在一些分歧和问题，
需要妥善处理，积极管控。 洪磊说，中美
双方都希望两国元首尽早会晤， 就未来
中美关系发展进行战略沟通和规划。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农
业部21日公布了19个传统农业系
统为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

这19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包
括：南方稻作文化与苗瑶山地渔猎
文化融合体系—湖南新化紫鹊界
梯田，大面积山区稻作农业生产体
系—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
世界茶树原产地和茶马古道起
点—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
统，传统核桃与农作物套作农耕模
式—云南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
传统稻鱼鸭共生农业生产模式—
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干旱地
区山地高效农林生产体系—陕西
佳县古枣园，古梨树存量最多的梨
树栽培体系—甘肃皋兰什川古梨
园，农、林、牧循环复合生产体系—
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
大型地下农业水利灌溉工程—新
疆吐鲁番坎儿井农业系统，传统漏
斗架葡萄栽培体系—河北宣化传
统葡萄园，世界旱作农业源头—内
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南果梨母
株所在地—辽宁鞍山南果梨栽培
系统等。

我国首批19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公布

新化紫鹊界梯田入选

图为5月19日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紫鹊界梯田景区拍摄的美景。 新华社发

习近平将出访拉美三国

叙中部城镇
发现以军车

据新华社青岛5月21日电 国
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
21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家
深海基地管理中心正在筹备第二批
潜航员的选拔和培训， 第二批潜航
员计划招收6名，其中包括2名女性。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主任
刘峰介绍，第二批潜航员的选拔将
经过基础知识、心理素质和身体素
质等各方面的考核，今年9月至10
月将确定6名人选并进行培训，培
训需要1至2年。

我国计划招收2名女性潜航员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洪磊21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到目前为止，美方也没
有能够拿出所谓中方对美国进行
特定网络攻击的确凿证据。

有记者问，美国官员称近日中国
军方针对美国政府、公司等实体的网
络攻击有所抬头。中方有何评论？

洪磊说，网络安全是一个全球

性的问题，不仅美国，中国也面临
这个问题。中国遭受的大量网络攻
击源头来自美国，但中国从未说这
是美国政府、 公司或某个人所为。
洪磊表示，到目前为止，美方也没
有能够拿出所谓中国的某个人、公
司或团体对美国进行特定攻击的
确凿证据。媒体进行这类报道是不
专业、不科学，也是不负责任的。

外交部：

美方未能拿出所谓中方对其
进行特定网络攻击确凿证据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记者
21日从公安部获悉，经过公安机关全
力工作，近日多起编造虚假恐怖信息
威胁民航飞行安全案件全部告破，犯
罪嫌疑人已全部被公安机关抓获。

针对连续发生此类违法犯罪
活动的情况， 公安部已于日前发
出 《关于依法严厉打击编造虚假

恐怖信息威胁民航飞行安全犯罪
活动的通知》， 明确要求对于编造
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飞行安全
的行为， 各地公安机关要充分运
用法律武器从重从快打击， 严格
按照刑事案件立案侦查， 追究犯
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不得以治
安管理处罚等形式降格处理。

航班“诈弹”将被刑事立案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洪磊21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证实， 被朝鲜扣押的中国“辽
普渔25222” 号渔船已获释。

洪磊说， 据被扣渔船船主报
告， 5月21日凌晨， 朝鲜方面释放
了该渔船及所有船员， 船员平安。
目前， 该船已与其他中方渔船在
海上会合， 将继续在海上进行捕
捞作业。 据了解， 船主未向朝方
缴纳所谓“罚款” 或“赎金”。

洪磊指出， 该船5月5日被朝

方抓扣以后， 外交部、 驻朝鲜使
馆和公安边防机关通过相关渠道
多次向朝方交涉， 表明中国政府
和民众、 船主及被扣船员家属对
此事件的关切， 要求朝方切实保
障中方被扣船员安全与合法权益，
尽快放船、 放人。 经多方努力，
最终促成朝方放回该船。

洪磊表示，中方要求朝方对此
次抓扣中方渔船事件进行全面调
查，并向中方作出说明，同时采取有
效措施，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被朝鲜扣押的中国渔船已获释

据新华社新德里5月21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1日在新德里
会见印度总统慕克吉。

李克强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
席对慕克吉总统的亲切问候和良
好祝愿。 李克强说， 总统先生是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致力于促进
中印友好， 为推动中印关系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方表示高度
赞赏。

李克强表示， 中印是战略伙
伴和友好邻邦。 我此访的一个重
要成果是， 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
应当从战略和全局出发看待中印
关系， 扩大共同利益， 推进全面

合作， 凝聚更多共识， 超越彼此
分歧， 使中印关系的发展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李克强指出， 中印关系的发
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有许多相同或
相近的立场， 都主张加强发展中
国家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
和话语权， 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各
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中方愿与印
方共同努力， 进一步深化中印面
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 为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
繁荣作出新贡献。

李克强会见印度总统慕克吉时强调
中印关系具有全球战略意义

6月7日至8日与奥巴马举行会晤

据新华社休斯敦5月21日电 美国俄
克拉何马城法医办公室官员埃利奥特21
日说， 巨型龙卷风袭击俄克拉何马城南
部，确认死亡人数为24人。此前当地媒体
曾报道至少有51人在袭击中死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 埃利奥特说，目
前已收到24具遇难者遗体，大部分遇难
者身份已得到确认。她说，死亡人数前
后不一是重复报告遇难者造成的。

埃利奥特说，还不能排除再发现遇
难者的可能。

美国总统奥巴马21日在白宫发表
讲话，承诺全力救助遭受龙卷风灾难的
俄克拉何马州。 奥巴马已签署相关文
件， 认定俄克拉何马遭受严重灾害，以
启动联邦救援程序。目前联邦紧急措施
署署长克雷格·富盖特已飞赴俄克拉何
马，协调救灾行动。

一场风速高达每小时320公里的龙
卷风20日袭击了俄克拉何马城南部的穆
尔市，所到之处造成“大面积损失”，很多
建筑物被摧毁，大片街区沦为废墟。

美官方确认24人死亡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5月20日电

叙利亚官方媒体20日报道，叙政府
军在叙中部战略要地卡绥尔镇发现
了挂有以色列牌照的军车， 官方媒
体称这证明以色列已经插手叙利亚
国内危机。

官方的叙利亚通讯社在其网站
上上传了多张被查获的以色列军车
照片， 并称叙政府军在该军车上还
发现了窃听和监控装置。

卡绥尔镇邻近叙黎边境、 中部
主要城市霍姆斯市以及霍姆斯至大
马士革的高速公路， 被视为叙冲突
双方在中部地区争夺的战略要地。
叙政府军上个月开始展开针对卡绥
尔镇的大规模攻势，并于19日控制
了该镇部分区域。

叙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
叙境内发现以色列军事设备证明与叙
政府军作战的反对派武装组织只是以
色列、卡塔尔、土耳其等国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