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5日9
时，莫斯科地
铁 1 号 线 的
“猎人商场 ”
站与“列宁图
书馆”站之间
的供电电缆
突然起火，导
致部分地铁
线路瘫痪，约
4500 名 乘 客
被紧急疏散。

新华社发

陈希同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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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体育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6月4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4日在墨西哥城同墨西哥总
统培尼亚举行会谈。 双方一致认为，加
强中墨长期友好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
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团
结合作。 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墨战略伙
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会谈前， 培尼亚在马尔特营广场
为习近平举行了隆重欢迎仪式。 当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马尔特营广场
时，受到培尼亚和夫人热情迎接。 培尼
亚和习近平分别发表热情洋溢的讲
话。 习近平在培尼亚陪同下检阅三军
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三

军仪仗队和骑兵分列式。
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习近平

指出， 中墨关系已经超越双边关系范
畴， 在各自对外关系中日益具有全局
性和战略性。 新形势下，两国关系完全
有理由、有条件发展得更好。 我和培尼
亚总统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既是现实要求，也为中墨
关系今后发展树立了明确目标。

两国元首同意，在以下方面共同努
力，不断推进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一是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两国关系，增进政治互信。相互照顾
对方关切，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相互理解和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和政党、
立法机构交流，充分发挥两国常设委员
会、战略对话、议会对话论坛等机制的指
导作用，就各自发展战略相互协调。

二是契合各自发展战略， 加强务
实合作。 成立新兴产业工作小组和企
业家高级别合作小组，将能源、矿产、
基础设施建设、高技术作为重点领域，
促进相互投资。 促进两国贸易平衡发
展，中方支持扩大进口墨西哥产品，墨
西哥欢迎中国企业前来投资并将为此
创造良好条件。 在减贫、环保、城镇化
等方面交流互鉴。

三是利用各自作为文化大国的优

势，扩大人文交往。推动更多文化艺术团
组互访，鼓励更多游客赴对方国家旅游，
加强青年学生、学术、新闻、体育交流。

四是基于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
同利益和责任，密切多边协调。 就全球
经济治理、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
变化等重大全球性问题密切沟通和协
调， 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
话语权， 切实维护两国和广大发展中
国家共同利益。

会谈后， 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墨西哥合众国联
合声明》， 见证了多项合作协议的签
署，并共同会见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安
全生产工作。

会议听取了国务委员郭声琨代
表党中央、 国务院率工作组赴吉林
处置吉林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特别
重大火灾事故有关情况的报告。 会
议认为， 这次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 令人十分痛惜， 教训十分深
刻。 要在前段工作的基础上， 做好
伤员救治、 次生灾害防范、 善后安
抚， 同时彻查事故原因， 依法依规
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会议分析研究了安全生产形
势。 指出， 当前安全生产领域仍存
在不少隐患和问题， 主要是： 一些
地方和企业安全意识淡薄， 安全生
产隐患排查治理不认真， 安全责任
不落实， 安全监管不到位， 打击非
法违法和治理违规违章不得力等，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会议强调， 安全生产是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是促进经
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各地区、
各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 安全发展

的理念， 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
弦， 警钟长鸣，须臾不可松懈，在预
防和治本上下更大功夫， 坚决遏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 一是迅速开展全
国安全生产大检查， 全面排查治理
安全生产隐患，做到不留死角、不走
过场，对查出的问题实行“零容忍”，
列出清单、限期整改，并公布检查结
果。 构建隐患排查治理的常态化机
制。 二是铁腕打击非法违法和违规
违章生产行为，依法严惩违法犯罪。
对事故多发地区开展专项督查。 三
是切实抓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安全
生产工作，开展煤矿安全治本攻坚，
建立健全煤矿安全长效机制， 做好
消防、 危险化学品等领域和人员密
集场所的安全整治工作。 落实汛期
防范措施， 严防自然灾害引发安全
事故。 四是强化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建设。对企业责任不落实、政府监管
不到位、 失职渎职的， 一律严格追
究、严厉问责。 抓住重大事故、典型
案件， 对责任人从严重处， 决不手
软。五是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工作，创
新监管方式，完善法规制度，加大科
技投入，实行精细化管理。

习近平同墨西哥总统培尼亚举行会谈

两国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新华社济南6月5日电 山东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6
月5日选举郭树清为山东省省长。

据新华社哈尔滨6月5日电 黑龙
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6月5日选举陆昊为黑龙江省省长。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陈希同
因患癌症， 于2013年6月2日病亡。
陈希同， 男， 83岁， 于1998年7月31
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16年。 2006年5月31日保外就医。

新华社长春6月5日电 记者从
吉林省德惠市米沙子镇宝源丰禽业
有限公司火灾现场救援指挥部获

悉， 在火灾现场一水池内又发现一
具遇难者遗体。 截至目前， 事故遇
难人数共120人， 受伤77人。

吉林禽业公司事故致120人死亡

6月5日，“蛟龙号”母船“向阳红09”从青岛起航，前往江苏江阴接运“蛟龙号”载人深潜器。 “向阳红09”计划于6月10日
驶向南海及北太平洋，执行今年首个实验性应用航次。 图为当日“向阳红09”离开青岛中苑码头。 新华社发

郭树清当选山东省省长
陆昊当选黑龙江省省长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6月5日电 巴
基斯坦新总理纳瓦兹·谢里夫5日在

国民议会 （下议院） 发表施政演说，
就改善目前国内经济形势、 主要外交

关系以及反腐反恐做了简要阐述。
谢里夫说， 巴基斯坦目前面临严

重的能源危机， 全国数千兆瓦的电力
短缺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和人民
的日常生活。 新政府当务之急就是为
解决国内能源危机而制定一项全国性
行动计划。

谢里夫在谈及中巴关系时表示，中
国是巴基斯坦最亲密和最强有力的朋
友，巴方愿同中方扩大战略合作，建造连
接中国西部和贯穿巴基斯坦南北的公路
和铁路主干道，打造巴中经济走廊。

在涉及巴美关系问题时，谢里夫要
求美国停止其无人机在巴部落区的轰
炸袭击行为。他强调，美无人机的行为
侵犯了巴基斯坦主权，必须尽快停止。

巴基斯坦新一届国民议会5日下
午选举穆斯林联盟 （谢里夫派） 领导
人纳瓦兹·谢里夫为巴新一届政府总
理。 谢里夫随后宣誓就职。 这是谢里
夫第三次出任巴基斯坦总理。

6月5日，在伊斯兰堡，一辆汽车驶过画有谢里夫的海报。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5日电 美
国国防部长哈格尔5日表示， 他没有看
到证据显示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

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国防部长
会议的哈格尔对记者说， 他在会议
期间与法国部长和其他国家部长举
行了会谈， 在会谈中他没有看到任
何证据， 只有法国部长提到化学武
器在叙利亚一些地方被使用。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6月5日电 叙利
亚政府军总司令部5日发表声明说，政
府军对古塞尔镇及其周边地区展开全
面军事行动，于5日完全占领古塞尔镇，
“恢复了古塞尔镇全境的安全和稳定”。

美防长说未见叙境内
使用化学武器证据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民政
部5日公告58家基金会的2012年度
检查结果，其中，53家基金会合格，4
家基金会基本合格， 中国少年儿童
文化艺术基金会年度检查不合格。

4家基本合格的基金会分别是

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电影基金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中国职
工发展基金会。

民政部并未在公告中注明上述
基金会年检不合格或基本合格的具
体原因。

58家基金会年检结果公布
1家不合格

新华社阿克拉6月5日电 中国驻
加纳大使馆确认， 截至当地时间5日
上午， 共有124名在加纳涉嫌非法采
金中国公民被羁押。目前，在押人员除
个别患疟疾外，没有重病和受伤情况。

事件发生后， 中国驻加纳大使馆
临时代办周游斌紧急约见加纳总统府
高级官员， 表达中方对加方执法部门
在采矿点以外的中方人员聚居点实施
搜捕的严重关切， 要求加方立即停止

类似行动， 给予中方在押人员人道主
义待遇，保障其安全与合法权益。

加方表示， 近期将暂停在非法采金
矿点以外的地方抓捕非法采金人员，为
有意回国的中国采金人员提供便利。

中国使馆领事官员已多次赴移民
局拘留所探视被押人员，送去食品和饮
用水等，安排医务人员对被押人员进行
检查和治疗，派发药品。加纳华侨华人
社团也积极为被押人员提供帮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5日在例
行记者会后表示，外交部和中国驻加纳
使馆高度重视此事，一直与加方保持密
切沟通， 要求加方妥善处理相关问题，
维护在加中国公民安全与合法权益。

中国驻加纳大使馆提醒， 旅加中
国公民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合法经
营，勿受网络不实信息误导。大使馆将
协助有意愿回国的涉嫌非法采金中国
公民有序撤离。

加纳羁押124名中国公民

据新华社东京6月5日电 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5日公布了以放宽政府管
制、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为中心的新增
长战略第三部分内容，宣布将创设“国
家战略特区”，吸引海内外人才和资金。

新增长战略将设立预期目标值。
安倍说， 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值之一是
10年后日本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增
加150万日元以上，促进以家庭消费为
基础的经济良性增长循环，实现从“停
滞的20年”到“再生的10年”的转变。

日本将打造
“国家战略特区”

留杭训练引猜想
从年初的“恋情曝光”师徒破裂，

到3月初的公开“拥抱”；从4月中旬两
人再度翻脸甚至“惊动警方”，到随后
孙杨缺席高原训练……这出一波三
折的“师徒大戏”如同美剧一般，一季
接一季“没完没了”。

如今， 孙杨又未随队赴京集训，
这让师徒二人不和的传言再度散开。

不参加高原训练、又继续缺席国
家队集训，孙杨到底在“忙”什么？浙
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张亚东
表示，孙杨目前仍然在学院萧山基地

单独训练，至于什么时候到北京和国
家队会合去巴塞罗那，张亚东表示目
前没有明确的计划。

对于孙杨留守杭州独自训练的原
因，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随后发表了
声明， 声明称孙杨的训练依旧是在朱志
根制定的计划下进行， 只不过由浙江省
游泳队其他教练具体执行， 并称将随时
与朱志根教练沟通训练情况。

学院否认“换教练”传闻
有媒体报道，孙杨之所以缺席高

原训练后继续缺席北京集训，是因为
他已经向学院提交了换教练的申请。
不过张亚东对此却予以了否认，“我们
没有收到换教练的申请”。

一方面否认“换教练”的说法，一方
面孙杨又“躲”着不参加集训，难道师徒
二人就这样一直“冷战”下去？难道孙杨
想一直“躲” 到世锦赛开赛的那天？对
此，张亚东同样予以了否认，上次不上
高原集训，是学院的决定，“这次是因为
身体原因， 孙杨这两天一直在挂盐水，
他会参加在北京的集训”。

“美剧”可以一季季调着观众的胃
口，师徒间的裂痕也可以慢慢修复，但
巴塞罗那世锦赛在即， 留给孙杨的时
间怕是不多了。 回想起3月初的那一
幕， 当孙杨在全国媒体面前主动拥抱
恩师朱志根的时候， 不少人以为他们
师徒二人之间从此雨过天晴， 现在看
来那更像是一场“秀”。

本报6月5日讯（记者 王亮）在今
晚进行的NBL联赛第5轮比赛中，长
沙银行队主场以97比82击败南京军
区悦达队，收获4连胜。

赛后长沙银行队主帅朴明珠表
示，“客场比赛球队打得很好， 大家的
默契度也越来越高， 这是球队能够取
得4连胜的原因。”前4轮比赛中，除揭
幕战不敌广州黑牛食品队外， 长沙银
行队全部取胜，其中第3轮和第4轮均
为客场取胜。

本轮回到主场， 长沙银行队在上
半场遇到南京军区队的顽强抵抗，双
方也以50比50战平。 中场休息后，长
沙银行队突然加强防守， 南京军区队
则陷入失误泥潭。 在多次成功上演快
速反击后， 长沙银行队逐渐将比分拉
开，最终以15分的优势取胜。

长沙银行队球员姜君奇赛后透露，
“中场时教练做了专门部署， 球队状态
得以及时调整过来。全场球迷热情的支
持也给了我们很大动力，感谢他们。”

本报6月5日讯 （通讯员 蒋丽）近
日，“红牛杯”英雄联盟城市争霸赛华中
区域赛在长沙落幕。该项赛事拥有强大
的号召力，经过3个月的激烈角逐，上百
个赛点掀起了新一轮的电子竞技“英雄
风暴”， 比赛成为了玩家的展现舞台和
交流盛会。最终，来自长沙的加州公馆
队上演大逆袭，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并
获得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6月4日，为备战巴塞罗那世锦赛,国家游泳队选手已集中到北京集训，不过，
朱志根率领的浙江队一行中却不见世锦赛、奥运会“双料冠军”孙杨的身影———

看美剧，不如看“孙杨师徒”
本报记者 蔡矜宜

长沙银行队获4连胜

英雄联盟城市
华中区争霸赛落幕

“向阳红”起航

谢里夫“梅开三度” 成为巴基斯坦
新一届政府总理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中国
政府网5日公布的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公布辽宁大黑山等21处新建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名单的通知》 指

出， 辽宁大黑山等21处新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已经国务院审定。

湖南省东安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选。

21处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名单公布
湖南省2处入选

涉嫌非法采金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记者
5日从财政部获悉， 2008年至2012
年中央财政共安排进城务工农民工
随迁子女奖励性补助资金158.3亿
元， 其中， 2012年为50.3亿元。 目
前， 对符合当地政府接收条件的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已全部免除
学杂费， 不收借读费。

财政部教科文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 为切实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就学问题， 对符合当地政府
规定接收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 按照相对就近入学的原则统
筹安排在公办学校就读， 免除学杂
费， 不收借读费。

该负责人说， 中央财政对进城
务工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问题解决较好的省份给予适当奖
励。 各地将中央奖励资金主要用于
补充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和改善办
学条件， 重点向接收人数较多、 条
件薄弱的公办学校倾斜， 同时扶持
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民办学校。

财政部：

农民工随迁子女免除学杂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