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蔡矜宜）
2017赛季中乙联赛9日开打，湖南湘涛
华莱队今日飞赴四川，备战首场与四川
安纳普尔那队的比赛。

7日上午， 湘涛队在益阳基地进行
了例行常规训练，为新赛季首战做出发
前的最后操练。9日湘涛队将面对的对
手四川队，有着“中乙恒大”之称，上赛
季止步半决赛。首战即是硬战，但湘涛
众将状态良好， 对比赛也充满信心。湘
涛助理教练、 波黑人乌拉迪米尔表示：
“这次比赛23位球员都将前往四川，大
家状态很好， 球队也没有伤病情况出
现，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我
听说湘涛赛季首战从未输球，希望这个

赛季也是一样。”
2017赛季中乙联赛共有24支参赛

球队， 比赛将先分为南区和北区进行
主客场积分赛，每个赛区的前4强进行
交叉淘汰赛，最后的4支队伍再去争夺
仅有的两个冲甲名额。从整体来看，南
区的实力略高于北区， 所以想要重回
中甲，湘涛队困难不小。

湘涛华莱俱乐部总经理、 球队主
教练张旭介绍，“从今年的引援、 投入
等方面来看，四川安纳普尔那、深圳雷
曼等属于一流队伍， 所以我们每一场
都会竭尽全力，力拼对手。我们的目标
首先是打进南区前四， 再去争取两个
冲甲名额。”

客战四川安纳普尔那

湘涛9日打响新赛季首战
4比0！新疆夺队史首个CBA冠军

� � � �在7日进行的CBA总决赛第四场比赛中，新疆队客场117比109战胜广东队，以4比0
的总比分夺得队史首座联赛冠军。图为新疆队在颁奖仪式上庆祝。 新华社发

� � � � 新华社石家庄4月7日电 4月7日上午举行的河北省十
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接受张庆伟辞去河
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决定任命许勤为河北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

新华社海口4月7日电 7日下午举行的海南省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接受罗保
铭辞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刘赐贵辞去海南省人
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决定任命沈晓明为海南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代理省长。

许勤任河北省代省长
沈晓明任海南省代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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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打击叙利亚
美国点到为止？

俄方谴责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发言
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7日说，普京认为美
国此举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犯，违反
国际准则，而且借口是虚构的”。

佩斯科夫说，这将给“依然处于可悲
状态”的美俄关系带来“相当大损失”。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即议会上院国
防安全委员会主席维克多·奥泽罗夫表
示，俄将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袭击
叙政府军基地一事紧急磋商。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援引奥泽罗
夫的话报道，美国对叙军事打击将阻
碍叙政府与反对派落实先前达成的
和平和解协议，俄方可能暂停执行俄
美两军就在叙空中行动进行协调的
协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五
角大楼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发动空袭前

知会了俄罗斯。空袭发生时，沙伊拉特
空军基地内有俄罗斯人。但这名官员没
有透露这些俄罗斯人在军事基地内从
事何种任务。

打击时机

这是美军首次对叙政府目标实施
军事打击，也是自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
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军首次对中东国
家的政府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
事务学院特约研究员马尧告诉新华社
记者，美国选择的时机很巧妙，眼下俄
罗斯国内发生多起示威活动，又遭遇地
铁恐怖袭击，俄政府自顾不暇，美国在
此情形下展开对沙伊拉特的空袭不会
招致过多外部干涉。

他认为， 美军目标选择也很明确，
那就是瞄准空军基地。

“首先，现代战争中，空袭与反空

袭贯穿始终，这一点在叙利亚战场上
得到充分体现，”马尧说，“其次，空军
基地是相对独立的目标，周边基本没
有民居，附带杀伤小。”

他补充说，巡航导弹是一种相对成
熟的技术，执行打击的话对目标比较有
把握。

就后续局势走向， 马尧认为，美
国对叙军事行动应该是有限度的，

“因为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是有底
线的，一旦逾越底线，俄政府可能会
毫不犹豫地出手，届时鹿死谁手尚难
预料”。

他预计，美国的打击很可能“点到
为止”，“后面最多再来几个波次的巡航
导弹袭击，航空母舰打击群和地面部队
应该不会在短期内出动”。

震慑为主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院研究员

储殷认为，美国空袭叙利亚主要以震慑
为目的。

空袭意在削弱叙利亚政府在未来
叙利亚和平进程的地位。 目前叙利亚
国内战事中，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几乎
胜券在握， 美国和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的沙特阿拉伯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边
缘化”，军事打击可以削弱巴沙尔政府
的力量。

“美方不希望看到叙利亚战争在美
俄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之前被巴沙尔政
府强行提前终结，”储殷说。

他认为， 这次打击更多是威慑，让
叙利亚政府“保持分寸”，而不是以推翻
巴沙尔政府为目标。

就在疑似化学武器攻击发生前几
天，美国声明，不再把巴沙尔下台作为
应对叙利亚问题的当务之急。

“但要注意的是，美国接下来在措
辞上是否会出现变化，”储殷说。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 � � � 美国东部时间6日晚8时至9时 （北京时间7日上午8时至9
时）， 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两艘美军驱逐舰向叙利亚中部霍姆斯
省的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发射大约6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以回
应叙西北部4日发生的疑似化学武器攻击事件。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天表示， 此次军事行动是他下令
的。特朗普说，美方对叙空军基地的导弹打击符合美国“核心国家
安全利益”，美国必须“阻止和遏制致命化学武器扩散”。他再度指
认巴沙尔·阿萨德政府“毫无疑问使用了被禁止的化学武器”。

霍姆斯省省长塔拉勒·巴拉齐告诉德新社记者， 美军空袭导
致3名叙利亚军事人员和两名平民死亡、7人受伤。

� � � � 4月7日，在地中海，美国海军舰船发射一枚战斧式导弹。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
进行正式访问的挪威首相索尔贝格举行
会谈。

李克强表示，中挪建交63年来，挪
威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曾长期走在欧
洲国家前列。当前，中挪关系重回正常
发展轨道，双方应倍加珍惜。希望挪方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同中方一道本着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精神，尊重彼此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加强政治互信
的引领， 推动中挪关系与务实合作在
新的起点上再起航。

李克强指出， 中挪经济互补性强，
发展潜力大。 中方愿同挪方重启自贸
谈判，举行新一轮经贸联委会会议，恢
复政治磋商机制， 建立政府间能源政
策对话机制，密切两国企业界交流，发
挥好这些平台和机制的引领作用。在
能源、海洋工程等领域加强合作，探讨

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在农渔业、科技
创新、社会保障、警务执法、地方人文
等广泛领域拓展交流合作。 中国正在
推进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打
造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欢迎挪
方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扩大对华投
资，更好实现互利双赢。

李克强强调，中挪都倡导多边主义，
致力于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和自由贸
易，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可持

续发展。 我们愿同挪方加强在国际和地
区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 推动中挪在北
极理事会、中国-北欧合作等框架下的合
作取得更多成果。

索尔贝格表示， 挪中是天然合作伙
伴， 挪方希同中方早日重启两国自贸谈
判，加强合作机制建设，拓展在农业、渔
业、海洋、航运、环保、金融、税收、投资等
领域合作。进一步扩大民间交往，加强人
文合作，在冬季运动方面开展合作。

李克强同挪威首相索尔贝格举行会谈时强调

在新起点上推动中挪关系再起航

� � � � 新华社美国海湖庄园4月6日电 当地时间6日晚， 国家
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
尼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的欢迎晚宴。

海湖庄园宴会厅内，灯光璀璨，鲜花绽放。晚7时许，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宴会厅，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
娅亲切寒暄。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再次对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感谢特朗
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及美方的热情接待和精心安排。

晚宴上，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习近平指出，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很好的会谈，就中美关
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 我们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互利互惠的
基础上，拓展贸易投资、外交安全、执法网络、人文交流等广
泛领域务实合作，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让两
国人民从中美关系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中国有句话说，万
丈高楼平地起。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带领两国对发展中美
关系抱有良好愿望和热情的建设者， 把中美关系的大厦一
层一层建设好，使之更牢、更高、更美。

特朗普表示， 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取得出色的发展成就，
在世界上受到广泛尊重。我同习近平主席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很
好，就广泛议题交换了意见，建立起良好友谊。我希望同习近平
主席开展合作，期待明天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流。

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宴会始终充满友好气氛。

王沪宁、汪洋、栗战书、杨洁篪、房峰辉，美国国务卿蒂
勒森夫妇及多位内阁成员、白宫高级官员等出席。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出席特朗普欢迎晚宴 世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

国际观察

� � � �新华社美国棕榈滩镇4月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
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40年来， 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政
治互信不断增强，高层交往频繁。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
保持良好沟通，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丰
硕成果。2015年， 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展
望未来，我对中约关系美好前景充满信心。我高度重视中约
关系发展，愿同你携手努力，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更好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阿卜杜拉二世在贺电中表示，约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日
益紧密、成果丰硕，我为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友谊感到十
分自豪。我们于2015年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伙伴关系
协议。经贸合作是发展约中关系的优先方向。约方愿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继续同中方开展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庆祝中约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
互致贺电

中美关系具有世界影响
中美关系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中美

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 分别是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两个“巨
人”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差异明
显， 双方关系如何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
和经济格局。

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不仅
符合两国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稳定繁荣。
中美之间如果发生对抗或冲突， 必将影
响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稳定； 如果
双方打贸易战， 将会给地区和世界经济
增长带来冲击。

墨西哥大都会自治大学研究员何
塞·路易斯·莱昂-曼里克斯说：“我认为
中美关系是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
系， 全球政治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
会晤不仅涉及这两个国家的利益， 也会
对全世界造成影响。”

全球挑战需要中美携手应对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角

逐有所加剧，局部战争、难民危机、气候变
化、 恐怖活动等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接二连
三。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正处
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国际贸
易和投资低迷，各国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在
这样的关键时刻， 世界需要中美携手应对
挑战，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改善全球治理体系， 离不开中美两
国的共同努力。 世界需要中美两国进行

“对表”，发挥“稳定锚”的作用。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学者盖里雄·伊
基亚拉指出，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是在全
球政治和经济形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
背景下进行的。 此次会晤有助于双方澄
清在诸多国际议题上的立场。

世界期待中美合作造福全球
中美关系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告诉世人

一个道理：合作是中美之间最好的选择。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教研室

主任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说，中美两国的
经济规模远超其他国家。 中美之间除了
合作，根本不存在其他合理的选择，其他

所有选择都是非理性的。
事实上， 中美关系的发展已经充分

证明， 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
国和世界的大事。过去3年多来，双方在
高层及各级别都保持了密切交往， 在双
边、 地区和全球层面各领域的合作取得
了丰硕成果。中美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打击网络犯罪、 应对埃博拉疫情等方面
取得了重要进展。

展望未来， 中美合作存在深化和拓
展空间。 中美双方如果能早日完成双边
投资协定谈判， 将为两国的深度经贸合
作扫清障碍。在核不扩散、裁军、反恐等
涉及世界和平稳定的问题上， 中美都能
找到新的合作点。

伊基亚拉说， 发展中国家期待中美领
导人制定一项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的议
程，以解决制约世界稳定发展的贫困问题，
同时还期待中美两国更好地在商业与贸易
方面进行合作，从而使国际社会受益。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 � �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这是美国新政府就职以
来中美元首首次会晤，引起世界广泛关注。

中美关系走向事关世界格局演变， 对全球性事务有着重大
影响。国际社会期待中美通过对话减少分歧、加强合作，为复杂
多变的世界增加确定性，为充满挑战的世界带来稳定和繁荣。

� � � � 4月6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名女子参加悼念地铁爆
炸遇难者的集会时放飞白鸽。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6日发布消息说，俄执法人员当天
抓捕了8名圣彼得堡地铁爆炸案嫌疑人。6日晚，圣彼得堡3万
市民聚集到发生地铁爆炸案的地铁“技术学院站”，悼念爆炸
中的遇难者。首都莫斯科当天也举行了大规模悼念活动。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
中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江苏省原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李云峰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李云峰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公款大吃大喝， 多次违规出入私人会
所；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
物；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
利益，纵容默许家属收受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
取利益并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
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李云
峰开除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请国务院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
分；终止其党的十八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
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江苏省原常务副省长李云峰
严重违纪被“双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