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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1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

克里转达了奥巴马致习近平的新年祝
福，表示奥巴马总统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同
习近平主席再次会晤并在新的一年里同习
近平主席保持密切交往。

习近平请克里转达对奥巴马总统的问
候并请他转告奥巴马总统：中方坚定致力于
同美方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愿同美
方加强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处分
歧，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美双方要保持密切的高
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和发展好中美
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
联委会等机制性对话， 拓展经贸、 地方、人

文、军事、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在重大国际
和地区问题上的对话、协调、合作。

克里表示，美中双方正在纪念美中建交
35周年。35年来，中国快速发展。美方高度重
视建设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美中作为世界两
大经济体，应该加强务实合作，管控好分歧，
不断增强两国关系发展的推动力。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习近平强调，中国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这方面，不是别
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采取了许
多措施，今后我们还会这样做。中美虽然发
展阶段不同，但在绿色低碳、节能减排等方
面存在利益契合点，也各有所长，希望双方
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克里表示， 美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与合

作，共同致力于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
双方还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习

近平阐述了中方有关立场。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4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国务
卿克里。

李克强说， 过去一年中美关系取得积极
进展。 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两次成功会
晤，双边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中美作为最
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 双方保持战
略沟通与合作有利于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
关系进程， 也有利于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和
平、发展与繁荣。双方应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以更加务
实、开放的态度发展两国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李克强表示，希望中美积极推进双边投
资协定谈判，深化能源、环保等领域合作，加
大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合作。希望美方在直接
对华出口液化天然气、联合进行页岩气开发
等方面向前走。

李克强指出，明年将迎来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
才能不让战争的惨痛历史重演。中国愿与世
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一道，共同维护亚
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克里表示， 美中开展建设性对话与合作
十分重要。 美方愿与中方扩大经贸等领域务
实合作，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加强在应对
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 推进美中
新型大国关系，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习近平李克强分别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

增进互信 深化合作 妥处分歧

银行服务收费戴上“紧箍咒”

治乱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外交部长王毅14日与美
国国务卿克里会谈时， 双方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
见。王毅阐述中方立场。

王毅强调，中国是朝鲜半岛近邻，在朝鲜半岛有
重大利益关切。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就是推
动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坚持以对
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我们绝不允许半岛生乱生战。中
方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我们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
当务之急是抓住时机，尽早恢复对话。希望有关各方着
眼大局，谨言慎行，显示灵活，多做有利于局势缓和的
事，采取实际步骤为推动重启六方会谈创造有利条件。
将朝核问题重新纳入可持续、不可逆、有实效的对话解
决轨道。中方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共同努力，
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外交部部长王毅14日
同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谈时， 阐述了中方对当
前南海局势的基本看法和政策主张。

王毅说，首先，南海局势总体是稳定的，中国有
能力也有信心与东盟国家继续共同维护好这一地区
的和平。第二，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过去、现在和将
来都不存在问题， 各国都享有在南海自由航行的合
法权利。 第三， 中国与东盟国家正在全面有效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强海上务实合作，并在此基
础上顺利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商谈进程。第四，中
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有着充分历史和
法理依据， 目前存在的争议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
些国家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而产生的。
尽管如此， 中方仍一贯致力于通过与直接有关的当
事国通过谈判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有关争议。

王毅就朝鲜半岛局势和南海局势
阐述中方立场

绝不允许半岛生乱生战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针对近日美国海军高
官关于南海的有关言论，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4日
表示， 美方不是南海争端当事方， 应恪守在领土主
权问题上不选边站队的承诺， 谨言慎行。

据报道， 美国海军高官近日称， 如果菲律宾与
中国因为南海争议发生冲突， 美国将援助菲律宾。

华春莹说，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 中方一贯主
张由直接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
基础上， 通过双边谈判协商解决南海争议。 美菲同
盟是美菲之间的双边安排， 不应损害第三方利益。

外交部：

美应恪守在领土主权
问题上不选边站队承诺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国家统计局14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CPI）同比上涨2.5%，涨幅与上月持平。

调查显示，1月份全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7%，影响CPI同比上涨约1.2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梅分
析指出，1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上涨较多， 主要
是受节日因素影响。

1月CPI
同比上涨2.5%

新华社乌鲁木齐2月14日电 据新疆警
方介绍，2月14日16时许，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发生一起袭警案件。犯罪嫌疑人驾驶车辆，携
带爆燃装置，手持砍刀，袭击公安巡逻车辆，
致2名群众和2名民警受伤，5辆执勤车损毁。
公安民警在处置过程中，击毙8人，抓获1人。3
名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发生自爆死亡。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调查中。

新疆乌什
发生一起袭警案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根据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14日发布的 《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 有管辖权的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消费者投诉之日起
七个工作日内， 予以处理并告知投诉人， 不
符合规定的投诉不予受理也应告知投诉人不
予受理的理由。

办法规定， 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
买、 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 与经营者发生消
费者权益争议， 可以向经营者所在地或经营
行为发生地的县 （市）、 区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投诉； 消费者因网络交易发生消费者权益
争议的， 可以向经营者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投诉， 也可以向第三方交易平台所在地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诉。

工商总局：

消费者投诉
7个工作日内应予处理

据新华社广州2月14日电 记者2月14日
晚从广东省委获悉， 广东对东莞多名扫黄不
力负责人进行问责处理。 广东省委常委会当
天研究决定，免去严小康东莞市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职务，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东莞市近日被媒体曝光部分娱乐场所和
酒店存在严重涉黄问题。 广东省委14日通报
称，严小康在任东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期间，没有正确履行职责，致使东莞市涉黄违
法行为屡禁不止， 在国内外造成极为恶劣的
影响。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
广东实施办法，广东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
对严小康进行问责，免去其东莞市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职务，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广东问责处理扫黄不力负责人

东莞公安局局长被免职

!"#$%&'()*+,-./01234 5!*6
7!"#8%9:();<=>?@A5BCDEFGH
IJK=LM>NOPQRSHTUVW!>X=YZ[\
H]]^_`ab

"c8de;fgh_`Ci jklmnopqrs
\tgu_`vvwxQyz{|Q}[~�,����=
�5Cg_���o�%9��T��_����_�>
����H���

�!"c8�(*����������i 5!�(
)=/0 >¡¢£fgh_`C=¤��C=¥¦§k¨©
Ci7ª=«/\C !"" ¬.=�()®¯.°i�±±²
�(+,n.³´µR` !"" ¶·¸,¹º»¼� �o2
,½¾T¿Àº»Á¼Â�fg_� ³³^,ÃÄ¤ÅC=
«5!ÆÇÈ,ÉÊËÅCi �

"c8�)(+,n.=f>ÌÍ³³^=fÌ�Î
ÏÐÑ=ÒÓ,7=¼Ô?ÕÖ×ØÙ�,Ú=fgh_`
\Û·=ÜÝÞ7fÚCi ßàáâãä=åMg_æç
2,"c8%9Mèé©ê4 ëì�CÂIíî¯ïðQI
íñòðQIíóôõö÷ðQøùúû\öðQüýþÿ
ðQ!"#$%9ð� !!"""

!"#$%&'()*+,-
!"#$%&'() *+,-./0&1

!"#$%&'()*+,-.-/012345
6789:;<=>?,@ABCD ! E "# F@GH
IJKLMNOPQ;?R"#,STUVWX

!"#$%!$$$%&'()**%+,-
. . . . &'(!YZ:

)*!"/0##1"/2!3
+,-./0123456

!"#$ 7 ! 8 #% 9

!"#$%&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获悉， 嫦娥二号卫星
再次刷新我国深空探测最远距离纪录， 达到
7000万公里。已成为我国首个人造太阳系小
行星的嫦娥二号卫星，目前状态良好，正在绕
日轨道上飞向更远深空。

“这是我国航天器迄今为止飞行距离最远
的一次‘太空长征’。”北京航天飞控中心总师周
建亮介绍， 按照目前星上状态， 预计2014年7
月，嫦娥二号将突破1亿公里，最远将飞行至距
离地球3亿公里处， 并将于2029年前后回归至
距地球700多万公里的近地点。

嫦娥二号深空探测
达7000万公里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蔡矜宜）随
着辽宁队今晚以97比88击败江苏队，本
赛季CBA季后赛的8强球队全部产生，
分别是广东、新疆、东莞、北京、广厦、天
津、上海、辽宁队。

由于常规赛并未结束，最后一轮将
于16日进行， 所以尽管季后赛8强已经

产生，但最终排位还要等常规赛全部结
束后才能最终确定。

辽宁队在今晚与江苏队的关键一
战中很好的掌握节奏， 上半场凭借内
线连续开火， 以55比46领先。 易边再
战， 辽宁队内外开花， 刘志轩、 琼斯
连续命中， 始终占据优势。 尽管江苏

队一度将分差追至5分， 但随着杨鸣连
投带罚得7分率队打出10比0的攻击波，
辽宁队最终稳稳收获胜利， 取得季后
赛最后一个席位。

季后赛首轮将于2月18日展开，采
取5场3胜制，常规赛排名靠前的队伍有
多一个主场的优势。

CBA季后赛8强产生 辽宁搭上末班车

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蔡矜
宜）一年一度的NBA全明星周末
将于北京时间15日至17日在新
奥尔良举行，届时，新秀、扣将、三
分手和巨星大腕将逐一登场。

本赛季全明星周末“大餐”与
往年一样， 新秀挑战赛作为“前
菜”于15日率先打响，投篮之星、
技巧、三分球、扣篮赛等各类“点
心”在16日悉数亮相，“主菜”东、
西区巨星打造的正赛在最后一天
压轴登场。

每年的全明星赛都是球迷的
节日， 众多新秀也将从中脱颖而
出。24岁的利拉德是开拓者队的
二年级新秀后卫， 少年老成的他
如今已是球队的核心和未来，他
也将在这个周末挑战“5项全能”。
利拉德将参加全明星正赛、 新秀
赛、扣篮赛、三分赛和技巧赛，他

也成为NBA史上第一位在全明
星周末参加5项比赛的球员。

刚取得7连胜的火箭队近期
气势不错，但遗憾的是，此前一度
被认为有望出战全明星的林书豪
最终落选， 而霍华德也被森林狼
队的乐福超越。 这意味着火箭队
无一人入选西部首发阵容。 林书
豪表示，“我们可以利用这时间好
好休息，享受明星赛，为接下来的
比赛做足准备。”

NBA全明星周末今日揭幕
利拉德挑战“5项全能”

●链接
全明星正赛首发名单：

东部：詹姆斯、韦德、凯
里·欧文 、保罗·乔治 、卡梅
罗·安东尼

西部：杜兰特、勒夫、安
东尼·戴维斯(顶替科比)、库
里、格里芬

2月13日，俄罗斯“冰王子”普鲁申科因在赛前热身中
受伤，退出冬奥会比赛，紧接着宣布退役，职业生涯画上
句号。图为普鲁申科离场前向观众挥手告别。 新华社发

“冰王子”退役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
银监会14日联合发布商业银
行服务收费新规，自今年8月1
日起有条件免收个人客户账
户管理费、年费和养老金异地
取款手续费，并降低部分收费
标准。

根据发展改革委、银监会
公布的《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
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
的通知》， 商业银行为银行客
户提供的基础金融服务实行
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价管理，

包括部分转账汇款、 现金汇
款、 取现和票据等服务项目，
具体收费项目和标准按《商业
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
价目录》执行。

通知明确，商业银行免收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本行签
约开立的个人基本养老金（含
退休金）账户，每月前2笔且每
笔不超过2500元（含2500元）
的本行异地（含本行柜台和
ATM）取现手续费。

对于银行客户账户中（不
含信用卡）没有享受免收账户

管理费（含小额账户管理费）
和年费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
应根据客户申请，为其提供一
个免收账户管理费（含小额账
户管理费）和年费的账户（不
含信用卡、贵宾账户）。

两部门还要求商业银行
为银行客户提供账户变动短信
提醒服务并收费的， 应事先通
过网点或电子渠道等与银行客
户签约；未与银行客户签约的，
不得收费。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
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新

规有助于降低银行客户的负
担，满足公众和企事业单位的
基本金融服务需求，并减少争
议和纠纷。短期内银行的业务
收入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但
长期看将会促进银行业竞争
能力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孟雁北表示，出台商业银
行部分服务指导价和定价政
策不仅是对消费者热议和关
注问题的回应，也符合《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和
法律规定。

商业银行服务收费新规8月1日起实施

●有条件免
收个人账户管理
费和年费

●个人基本
养老金（含退休
金）账户，每月前2
笔且每笔不超过
2500元的本行异
地取现免手续费

●提供账户
变动短信提醒服
务并收费的，应
事先与银行客户
签约，未签约的，
不得收费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14日表
示，餐饮行业中的“禁止自带酒水”“包间设置最低消
费”属于服务合同中的霸王条款，是餐饮行业利用其
优势地位， 在向消费者提供餐饮服务中作出的对于
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于2013年10月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
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
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
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
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
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这部新修订的法律将于2014年3月15日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表示， 消费者可以依据上述法律
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确认“霸王条款”无效。

“禁带酒水”“包间最低消费”
属霸王条款
消费者可向法院确认其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