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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7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
正式访问的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阿富汗是传统
友好邻邦。 建交60多年来， 中阿奉行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 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相互信任、 相互支持， 睦邻友好关系不
断增强。 我们赞赏阿富汗民族团结政府
致力于发展经济、 推进和解、 维护安全，
并取得积极进展。 作为阿富汗可以信赖
的邻居和朋友， 中方重视发展同阿富汗

的友好合作关系。 我们愿同阿方一道努
力， 推动中阿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
展。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感谢阿富汗在涉
及中国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给予中方
的支持。 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阿富汗民
族团结政府施政， 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
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 我们愿同
阿方密切高层交往， 加强战略沟通， 规
划合作蓝图。 中方将坚定支持阿富汗和
平重建和发展。 双方要密切配合， 推动

中国在阿富汗重大投资项目早日取得实
质进展。 中方愿继续支持阿富汗人力资
源开发， 鼓励两国青年、 智库、 媒体等
加强交流， 扩大地方政府往来。 中方支
持阿富汗融入区域合作， 愿帮助阿富汗
推进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 将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同阿富汗国家转型和发
展战略对接， 加强双方全面合作， 促进
两国共同发展。 中方坚定支持阿富汗打
击恐怖主义， 将继续为阿富汗加强安全
能力建设提供支持。 中方坚定支持阿富

汗和平与和解进程， 支持“阿人主导，
阿人所有” 的包容性和解进程， 这是阿
富汗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出路。

阿卜杜拉表示， 阿方感谢中方在阿
最困难时期给予的帮助， 感谢中方对阿
民族团结政府的支持。 阿方坚定支持中
方在台湾等核心关切问题上的立场， 愿
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 加紧落实双方达
成的共识， 在国家重建过程中加强同中
方在经济、 基础设施、 人力资源、 安全
等领域合作。

习近平会见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

坚定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发展

� � � � 5月13日至17日，2016丝绸之路博览会暨第20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来自全球37个国
家、地区的1.2万名客商同聚西安，共谋发展。本届展会的主会场设置了丝绸之路国际馆、九天揽月-中国探月工程科普宣传周、消
费品板块、装备制造产业板块、信息与高新技术产业板块、绿色生态产业板块，彰显“一带一路”主题，组展突出专业化、市场化和
国际化。

左图：西咸新区企业研制的智能机器人展示。 右图：伊朗的艺术挂毯吸引了众多眼球。 湖南日报记者 刘谦 摄影报道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6057 8 6 8 6 7 0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6696155.38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31 6 6 5
排列 5 16131 6 6 5 1 9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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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蔡矜
宜） 在今晚进行的亚冠1/8决赛首回合
较量中， 上海上港客场1比2负于东京
FC，近期状态火热的武磊为上港打入宝
贵客场进球。

目前上港在中超联赛9战取得17分
排名第三，东京仅列J1联赛第12名，值得
一提的是， 此役主队派出全本土球员阵
容。比赛开始后，主队迅速进入状态，攻势

凌厉，上港鲜有机会。第43分钟，东京FC
水沼宏太任意球直接得分， 打破僵局。下
半场开始10分钟，孔卡制造杀机，吕文君
禁区内打门被对方门将扑出，武磊补射空
门得手将比分扳平。但第64分钟，水沼宏
太梅开二度，为主队锁定胜局。双方次回
合较量将于5月24日在上海体育场进行。

本赛季，“武球王”状态之火热球迷们
有目共睹———亚冠赛场，他已奉献6粒进

球、4次助攻； 联赛中， 他入账3球、5次助
攻；国家队方面，他在中国队2比0击败卡
塔尔一战中表现出色，打入1球帮助国足
世预赛起死回生。亚冠、中超双线作战，武
磊在16场比赛中完成了9粒进球、9次助
攻的“超级外援级”数据———目前，埃尔克
森的数据为9球、1助攻，特谢拉有4球、1助
攻，伤愈回归的阿兰打入了6球，同样状态
出色的郜林收获7球、6助攻。

� � � � 5月13日至15日， 国际青年男篮赛在汝
城县体育馆举行，中国、澳大利亚、立陶宛、克
罗地亚四国青年男篮参赛。立陶宛队以3战全
胜战绩夺冠， 中国U18国青队以2胜1负获得
亚军。图为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在比赛中。

曹航 安新志 摄影报道

亚冠1/8决赛首回合上港1比2不敌东京FC

�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员 瞿才学）湖南武术载誉归来。记
者今天从湖南省武术协会了解到，“体
彩杯”2016年全国武术太极拳公开赛邵

武站5月15日在福建邵武举行， 湖南省
武术协会筹组的湖南武术代表队夺得4
金3银5铜，并荣获集体项目一等奖。

全国武术太极拳公开赛是中国十大

武术赛事之一， 本站比赛吸引了来自北
京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南省等15个省
(市)、自治区的39支代表队、333名运动员
参赛，湖南武术代表队共有8人参赛。

全国武术太极拳公开赛

湖南代表团收获4金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经中央军委批准，近日，中央
军委巡视组分4个组对海军、空军、火箭军、军事科学院、国防
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和武警部队党委班子及其成员开展
回访式巡视。这是中央军委实现对原四总部和大单位党委班
子及其成员巡视全覆盖后，首次集中组织巡视“回头看”。

军队第一轮巡视期间，发现了一些单位和领导干部在遵
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选人用人、纠“四风”改作风、工程建设
和房地产管理、装备物资和药品器械采购、经济适用住房建
设分配和出售、落实“两个责任”、执行改革纪律情况等方面
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一批重要问题线索。经中央军委批准，
相关问题和线索分别移交被巡视单位党委整改查处，移交军
委纪委等有关部门查处办理；对巡视中受理的反映军级以上
干部问题不构成移交查处线索的信访事项，分别采取诫勉谈
话、约谈、提醒谈话、转本人作出说明等方式，进行提醒拉袖
子，产生了有力震慑效应，深刻教育警示了广大党员干部，为
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纯洁军队政治生态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巩固扩大巡视成果， 毫不放松地加强对高层党委班
子及其成员的监督， 中央军委决定在实现第一轮巡视全覆
盖后，逐步对巡视过的单位进行“回头看”。回访巡视，坚决
贯彻落实习主席和中央军委重要决策指示， 聚焦全面从严
治党，把握政治巡视定位，紧扣“六项纪律”、深化“四个着
力”，重点监督检查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反馈的倾向性
突出问题整改、移交的重要问题线索调查处理以及落实“两
个责任”等方面的情况，对移交问题线索整改查处不认真不
彻底的，督促再整改再查处，严肃追责问责，推动见底落地。
同时注重发现新问题、形成新震慑，让心存侥幸的感到震慑
常在，持续释放巡视监督永远在路上的强烈信号。

中央军委巡视组
对7个大单位巡视“回头看”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
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
进一步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作出部署。

《意见》突出通用航空问题导向，提出了五个方面重点任务。
一是培育通用航空市场。二是加快通用机场建设。三是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四是扩大低空空域开放。五是强化全程安全监管。

《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成500个以上通用机场，基
本实现地级以上城市拥有通用机场或兼顾通用航空服务
的运输机场，覆盖农产品主产区、主要林区、50%以上的5A
级旅游景区。通用航空器达到5000架以上，年飞行量200万
小时以上，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通用航空企业。通用
航空器研发制造水平和自主化率有较大提升，国产通用航
空器在通用航空机队中的比例明显提高。通用航空业经济
规模超过1万亿元，初步形成安全、有序、协调的发展格局。

国办印发《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2020年建成
500个以上通用机场

� � �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外交部长王毅16日应约同美
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

王毅表示，中美即将举行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 并就筹备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
峰会密切沟通协调。希望双方继续聚焦合作，妥处分歧，保
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势头。

王毅表示，希望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恪守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克里表示，美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美国在台湾问
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不支持“台独”。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妥善处理海上问题。

克里：

美不支持“台独”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蔡矜宜

武磊贡献宝贵客场进球

丝绸之路博览会客商云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