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电话：办公室2802875 要闻部 2824660 专题部 2827044 政文部 2822708 经济部 2882988 发行部 2825092 广告中心 2836000 印刷厂业务科 2280220 零售每份定价：1.50元 全年定价：39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4503004000101 邮编：541001 地址：榕湖北路1号

责任编辑 肖才冬 责任校对 李义兴 2019 年 3 月 28 日 星期四 时事·体育8

习近平出席中法
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并致辞

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记者查文晔
刘欢 赵博）日前台湾艺人欧阳娜娜被质

疑支持“台独”，随后她表态自己是中国
人，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却引来岛内绿
营网友及媒体的言语攻击。国台办发言人安
峰山 27 日应询表示，岛内有些政治人物借
这样的事情挑拨生事、制造对立，只能说他
们的心态很不正常。

安峰山表示，前几天欧阳娜娜刚接受了
央视专访，她在大陆的演艺活动正常进行。
最近有不少大陆媒体就此事发表了理性、客

观的分析和评论，可供大家参考。
有记者问：日前全国台联与全国少工委

在台北有关小学举行了两岸青少年交流活
动，有台湾媒体声称这是大陆的共青团统战
渗入了台湾的小学。陆委会声称，两岸交流
不希望成为大陆的统战工具，并表示会密切
关注后续发展。请问有何评论？

安峰山表示，青少年是两岸的未来，我
们高度重视两岸青少年交流，而且采取积极
措施不断推进两岸青少年的相互了解和感情
融洽。对于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的事情，有

些人戴着有色眼镜进行指责，制造对立，这
是不得人心的。

对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近日称，可能
将台北故宫的展品借展东京奥运，安峰山应
询表示，两岸故宫所珍藏的中华民族瑰宝，
是中华优秀文化的象征，需要两岸同胞共同
保护和传承，任何“去中国化”的做法只会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有报道称，春秋集团董事长日前赴高雄
拜访韩国瑜市长，表示希望增加春秋航空来
往高雄的航班。安峰山应询表示，我们注意

到了相关报道。对于两岸航空业者提出的
有利于增进两岸人员往来的建议和要求，
我们都高度重视，会根据实际需要，会同
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研究。

安峰山还应询介绍了“己亥年清明公
祭轩辕黄帝典礼”的相关情况。典礼将于
4 月 5 日在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祭祀广场举
行，台湾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
刘兆玄、新党主席郁慕明等 300 多名台
湾各界同胞届时将出席公祭典礼。

（上接第一版）二要坚持互商互谅，破
解信任赤字。要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把对
话协商利用起来，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
异，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坚持正
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加强不同
文明交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

三要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要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
观，摒弃冷战和零和博弈旧思维，摒弃丛林
法则，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以邻
为壑、损人利己。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道
路。

四要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要
坚持创新驱动、协同联动、公平包容，打造
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

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
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中方支持对世界
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
制，欢迎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积极参与
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我们要共同推进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习近平指出，中法友谊源远流长。新
形势下，双方应该登高望远，面向未来，
加强合作。要深化传统领域合作，加快推
动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气候变化合作，全
面落实《巴黎协定》，推动今年联合国气
候峰会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人民和各国
人民谋福祉。希望中法双方及相关各方保持
对话渠道通畅，以交流促合作，以合作促共
赢，携手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

慧和力量。
马克龙致辞时表示，欧中保持沟通对话

对维护多边主义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欧
中在伊朗核问题、气候变化、非洲安全与
发展等领域立场相似，都主张建设强有
力、公正的多边体系，为世界和平和安全
作出贡献。中国快速发展、成功使数亿人
摆脱贫困令人印象深刻。法国重视中国在
国际事务中的重要积极作用。欧中是世界
重要力量，要加强战略互信，以对话方式促
进合作。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意义
重大，能够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发挥重
要作用。欧方可以以创新的方式对接欧盟发
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共同促进欧亚
互联互通。

默克尔表示，欧洲国家同中国的良好
关系为欧盟同中国开展多边合作提供了良
好基础。欧方应该加紧推动欧中投资协定
谈判，积极探讨参与“一带一路”这个重
要合作倡议，欧中应该合作维护多边主
义，共商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改革。
德国提议明年举行欧中领导人会晤。

容克表示，欧中是重要战略合作伙
伴。双方在平等基础上保持对话非常重
要，应该积极推进欧中投资协定谈判，并
就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重大国际问题保持
协调。我期待着即将举行的欧中领导人会
晤取得积极成果。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记者刘阳

当地时间 26 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执委会会
议时宣布，饱受兴奋剂丑闻困扰的举重项目“基本保住”作
为巴黎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资格，让国际举重联合会稍微
松了一口气。如何做到彻底杜绝兴奋剂问题的发生，是这项
古老运动能否继续健康发展、留在奥运舞台的重要因素。

1896 年的首届现代奥运会上，举重便成为正式比赛项
目。不过近年来举重兴奋剂丑闻不断，自视为奥运会“基础
项目”的举重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国际奥委会对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运动员尿样进
行复查后，举重项目有超过 50 份尿样呈阳性。 2017 年 9
月，国际奥委会一怒之下将举重从 2024 年巴黎奥运会正式
项目降为“有条件准入”项目，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直接
警告国际举联，如果该组织在反兴奋剂问题上继续无所作
为，举重将被踢出巴黎奥运会。

自知理亏的国际举联知耻而后勇，通过 18 个月的努力
重新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信任。一系列努力中，最让国际奥
委会认可的就是国际举联把各会员协会的东京奥运会参赛资
格直接与反兴奋剂工作相挂钩：若会员协会在 2020 年东京
奥运会资格赛期间发生兴奋剂违规案例 3 例或以上，国际
举联就直接取消其东京奥运会参赛配额；如果会员协会在东
京奥运会期间有两名或多名运动员因兴奋剂问题导致被禁赛
4 年或以上，该会员协会将被取消参加下一届奥运会的权
利。此外，在奥运会参赛资格满额的范围内，反兴奋剂工作
做得好的会员协会还会得到额外的奥运参赛名额奖励。

此外，国际举联还在制定更严格的兴奋剂检查政策、提
高反兴奋剂检查的手段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并与国际奥
委会分管的国际检查机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后者从 2019
年开始负责监督国际举联的反兴奋剂工作。

国际奥委会在本次执委会会议上评价国际举联“在反兴
奋剂工作上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并认可国际举联的一系列
措施有利于完成塑造“清白举重”形象的目标。

此次国际奥委会取消举重“有条件准入”巴黎奥运会的
决定，说明国际举联在这场自救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
是，从目前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的决心和力度来看，国际举
联如果稍有松懈，仍有可能回到原先的被动局面。

国际奥委会也明确表示，只有国际举联与国际检查机构
签署正式协议并积极配合该机构完成相关兴奋剂检查工作的
交接后，举重的巴黎奥运会资格才能正式生效。国际奥委会
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如果不能达到上述条件，举重将重
回‘有条件准入’的状态并且视其表现在 2019 年 6 月的执
委会会议上重新讨论。”

从国际举联 1 年多来所展现的诚意和积极态度来看，重
新跌回“有条件准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且有消息说国
际举联“数日之内”将和国际检查机构达成正式协议。

兴奋剂是颗“毒瘤”，总有人为了金牌和成绩不惜放弃
道德底线、铤而走险。因此，古老的举重若想真正做到高枕
无忧、清清白白地留在奥运盛会，必须继续加大打击使用兴
奋剂非法行为的力度，为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纯洁做出不懈努
力，这样才不辜负 123 年前亮相首届现代奥运会的荣耀。

（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

新华社巴黎 3 月 26 日电 在 26 日进行的 2020 年欧锦
赛预选赛第二轮比赛中，传统劲旅西班牙和意大利队击败各
自对手，小组赛迎来两连胜。 D 组主场作战的瑞士队在三
球领先的情况下，最后时刻防守“短路”，丹麦最后不到
10 分钟连进三球，将比分定格在 3:3 。

身处 F 组的西班牙队客场以 2:0 击败马耳他队，莫拉
塔两度建功，打破了自 2017 年 11 月以来的国家队进球
荒。第 31 分钟，莫拉塔接到埃尔莫索长传后，小角度射门
打破僵局。第 73 分钟，纳瓦斯右侧传中，莫拉塔头球再度
得分。

同组的挪威队一度手握两球优势，后被瑞典队连下三
城，补时第七分钟才依靠卡马拉的头球收获一场 3:3 的平
局。罗马尼亚队主场以 4:1 大胜法罗群岛队。

J 组比赛中，面对整体实力明显处于下风的列支敦士登
队，意大利队第 17 分钟由森西头球拉开进攻序幕。维拉蒂
扩大优势后， 36 岁老将夸利亚雷拉两度命中点球，成为意
大利队历史上最年长的进球者。下半场，“蓝衣军团”由基
恩和帕沃莱蒂再入两球，将比分锁定在 6:0 。

本组其他两场比赛，波黑队主场 2:2 战平希腊队，芬
兰队客场以 2:0 击败亚美尼亚队。

瑞士与丹麦队的这场进球大战中，瑞士队第 19 分钟就
率先得分，阿耶蒂将球卸下，弗罗伊勒劲射破门。第 66 分
钟，瑞士队长扎卡的重炮轰门令对方门将小舒梅切尔无可奈
何。十分钟后，恩博洛倒钩打门，小舒梅切尔快速做出反
应，仍未能阻止皮球滚入球网。

丹麦队第 84 分钟开始上演绝地反击，马·约恩森在任
意球进攻中头球攻门得手。第 88 分钟，波尔森横传助攻吉
特夏尔破门。瑞士队门将佐默此后两次化解对手颇具威胁的
攻门，但他把守的球门还是在伤停补时阶段再度失守，达尔
斯加德禁区内高高跃起，赶在佐默出击解围前将球顶入网
窝。

爱尔兰队在另一场比赛中主场以 1:0 小胜格鲁吉亚
队。

参加 2020 年欧锦赛预选赛的 55 支球队被分入 10 个小
组，各小组前两名晋级决赛圈，最后四个决赛圈名额通过附
加赛产生。预选赛下一窗口期比赛将于 6 月举行。

美国国会众议院 26 日没有能以三分之
二多数推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否决，意
味着这名共和党籍总统上月颁布的“国家紧
急状态”继续有效。

特朗普夸赞这场“大胜”。只是，他要
兑现筑造南部边境“隔离墙”的竞选承诺仍
面临不少阻碍。

【“反水”不够】

14 名共和党籍众议员加入民主党阵
营，投票支持推翻总统否决。只是，表决结
果为 248 票赞成、 181 票反对，没有达到
推翻否决令所需三分之二多数、即至少 290
票赞成。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感
谢众议院共和党人今天团结一致，就边境议
题取得大胜。”

他再次借机指认民主党主张敞开边境门
户，迎接“毒品和犯罪”。

特朗普 2016 年竞选总统时承诺沿美国
与墨西哥边界建造“隔离墙”，以阻止非法
移民入境，声称要让墨方承担费用。他要求
国会通过包含 57 亿美元筑墙费用的拨款法

案，民主党人强烈反对。这一争议导致联邦
政府部分机构去年 12 月下旬至今年 1 月下
旬“停摆” 35 天。

为避免政府再次“停摆”，民主、共和
两党 2 月 11 日达成原则性协议，同意国会
为筑墙拨款 13 . 75 亿美元。只是，这不足
特朗普索要金额的四分之一，促使他同月
1 5 日宣布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
态”，以绕过国会正常拨款程序，调用国防
部部分项目经费用于筑墙。

国会众议院 2 月 26 日、参议院 3 月 14
日通过决议，要求终止“紧急状态”，迫使
特朗普行使总统否决权。要推翻总统否决，
需要参众两院至少三分之二赞成。

【“反调”降格】

众议院共和党人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
“反水”，或许缘于司法部两天前向国会通
报“通俄”调查所获结果，澄清特朗普受到
的部分“怀疑”。

按照司法部长威廉·巴尔 24 日在调查
报告摘要中的说法，主持“通俄”调查的联
邦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没有发现特朗普

竞选团队中任何人实际“与俄罗斯政府共谋
或协调”，以期击败民主党籍总统候选人希
拉里·克林顿。

路透社解读，这场政治胜利令共和党人难
以就筑墙等一系列事宜与特朗普“唱反调”。

众议院表决是否推翻特朗普否决前，共
和党籍众议员汤姆·科尔说，尽管“通俄”
调查和筑墙“明显不相关”，特朗普因摆脱
部分嫌疑而“实力壮大，好感度提升，处于
更强势的地位”。

美联社报道，民主党人虽然在表决中吃
败仗，但借机强调与特朗普的政策差异，改
变“主题”，放弃拿杀伤力大减的“通俄”
指认做文章，希望在 2020 年总统选举和国
会改选中利用“紧急状态”争议攻击特朗普
和共和党对手。

【“缠斗”转场】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终止“紧急状
态”决议起草人、另一名民主党人华金·卡斯特
罗 26 日晚些时候发表声明，承诺继续完成常
规拨款程序，以“终结特朗普的危险行径”。

反对者认定，特朗普颁布紧急状态令违

反宪法，企图扩大行政权、剥夺国会作为
立法机构决定如何使用财政拨款的权力。
支持者说，特朗普行为合法，依据是
1976 年《全国紧急状态法》。历任总统
共计数十次宣布“紧急状态”。

佩洛西在声明中暗示，众议院可能在
6 个月后再度表决，寻求终止南部边境
“紧急状态”。根据《国家紧急状态
法》，国会可以每 6 个月讨论一次是否
叫停紧急状态。

阻止“紧急状态”的战场将暂时从国
会转向法院。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可能无
法迅速投入经费用于筑墙，缘由是紧急状
态令触发多场诉讼，审理或许耗时数年。

美国 16 个民主党执政的州上月联合
提起诉讼，指控紧急状态令违宪，希望法
院禁止它生效，另有 4 个州本月加入原
告方。

佩洛西认为，众议院没有推翻特朗普
否决，但表决将为联邦法院审理相关诉讼

“提供重要依据”。作为诉讼牵头人，加利福
尼亚州总检察长泽维尔·贝塞拉在众院表
决后说，这些州“愿意久战、苦战”，阻挠特
朗普“捏造的紧急状态”。（新华社专特稿）

国台办评欧阳娜娜事件：

岛内有人借此挑拨生事，心态很不正常

美众院“翻盘”未果 特朗普“状态”继续
□陈丹

■新闻分析

巴黎奥运会资格有保

举重项目不能掉以轻心

欧锦赛预选赛综合：

9 分钟 3 球！

丹麦客场

神奇逼平瑞士
▲通往拉萨城的高等级公路（ 2019 年

1 月 11 日无人机拍摄）。

旧西藏没有一条正规的公路。目前西藏
已基本形成了以公路、铁路、航空为主体的
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 摄

▲这是 3 月 27 日无人机拍摄的安徽省黄山
市齐云山风景区。

当日，安徽省黄山市齐云山风景区云雾缭
绕，风景秀美。 新华社记者张端 摄

 3 月 27 日，北汤村村民在“可回收垃圾兑换超市”选购商
品。从 2018 年开始，浙江省长兴县林城镇北汤村实行垃圾分类积
分兑换管理制度，开设“可回收垃圾兑换超市”，村民可使用积分
在农村淘宝上购买商品，激发村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积极性、主动
性，推进乡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促进美丽乡
村建设。目前，林城镇 18 个行政村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新华社记者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