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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朱
国瑞） 9 月 6 日，桂林市跆拳道
协会成立大会在市体育中心新闻会
议厅召开。

据了解，多年来，桂林跆拳道
项目成绩斐然。仅 2 0 1 7 年至
2019 年期间，由桂林培养输送出
去的运动员在区体工队有 2 人、
国家队 1 人；桂林籍运动员获得全
国冠军 1 个、第三名 1 个、第五名
2 个、第七名 1 个；参加广西各类
比赛获得各级别冠军 50 余个。跆
拳道馆、俱乐部、培训中心也从原
来的 3 家发展到 13 家，如今，各
城区和大部分县都开展起了跆拳道
项目，在训青少年选手达 2000 余

人。
为了让桂林跆拳道运动项目能

得到更好的发展，由天武、振威、
鸿星、七星、精英、天威等 6 家
俱乐部、道馆发起，径市体育局、
民政局批准，经过一年的筹备，桂
林市跆拳道协会成立大会于 9 月 6
日顺利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协会
班子成员，鸿星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国家一级裁判员、广西跆拳
道协会执委刘成豪当选为协会会
长。据了解，跆拳道协会将以办好赛
事、树立品牌、融合发展为发展目
标，通过抓好协会自身管理和行业
规范、有序开展各项活动，打造广
大跆拳道从业人员的“家”。

桂林市跆拳道协会成立

□新华社记者刘晨 刘阳

“临门一脚”突遭叫停

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加尼和塔利班
主要领导人原本计划于 7 日晚间抵达美
国，参加在戴维营的会晤。“令人遗憾的
是，为了增加筹码，他们（塔利班）承认在
喀布尔发动袭击。这次袭击导致 1 名美军
士兵和 11 名其他人员死亡，我立即取消
了会晤并叫停了和平谈判。”

美国国防部此前表示， 1 名美军士兵
当地时间 5 日在喀布尔一次爆炸中身
亡。而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制造了这起袭击
事件。

特朗普声称，如果塔利班在与美方的
和谈期间都不能同意停火，那么他们恐怕
也没有能力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从特朗普表态看，塔利
班近期的做法激怒了他。这导致他直接叫
停了即将达成协议的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
谈判。

不过，曾在阿富汗法希姆元帅国防大
学担任教授的加法尔·加尔德齐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朗普之所以做出
这一决定，很可能是因为美国与塔利班之
间达成的协议草案不符合美国的利益，遭
到不少美国政客反对。

一年努力付诸东流

美国 2001 年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
利班政权后深陷泥潭，耗费了大量人力
物力，但阿富汗局势持续动荡，近年来
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势力更是不断壮大。
为尽快从阿富汗抽身，美国和塔利班代表
去年以来进行了多轮谈判。

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
扎尔梅·哈利勒扎德本月 1 日说，美国与
阿富汗塔利班代表日前在多哈举行的第
九轮谈判已结束，双方即将达成协议。

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苏海

勒·沙欣 7 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塔
利班与包括哈利勒扎德在内的美国代表
于本月 4 日至 5 日举行一场临时谈
判，取得积极进展。而特朗普 8 月 29
日也表示，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接近
达成协议”。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周末叫
停谈判实在出人意料，而这对于美国与
塔利班和谈的“杀伤力”究竟有多大仍
需观察。

《纽约时报》评论说，此番特朗普
宣布取消和谈，无疑可能会令哈利勒扎
德过去近一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无法断定和谈这
扇大门是否会永久性关上，毕竟协议和撤
军都是美国需要的，特朗普此前还指望这
些能成为明年竞选连任的加分项。

加尔德齐认为，特朗普并没有完全

终止与塔利班之间的和谈，和谈很可能
在未来继续。

安全形势更趋复杂

当前，阿富汗局势正处于关键阶
段。美国和塔利班和谈的进展关系到阿
富汗总统选举能否在本月如期举行。分
析人士认为，接下来阿富汗安全形势可
能会更趋复杂。

特朗普宣布叫停和谈后，阿富汗总
统府发表声明称：“阻碍阿富汗实现和
平的是塔利班持续不断发动的战争与暴
力行为。除非塔利班停止杀戮、接受停
火并开启与阿富汗政府的直接对话，否
则阿富汗不可能实现真正和平。”

加尔德齐说，取消与塔利班的和谈
将对阿安全形势产生巨大影响，有可能
加剧阿境内冲突，塔利班以及北约驻阿
联军都将加强在阿境内的军事行动，双
方将不得不在战场上展现出更多武力。

阿富汗政治分析师贾瓦德·拉希米
在接受阿富汗黎明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将令阿局势朝危险方
向发展。他认为，塔利班有可能会在城
市地区发动大规模袭击，以迫使美国恢
复和谈。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7 日电）

新华社北京 9 月 8 日电（记者于文
静）近期，猪肉供给和价格问题受到社会
关注。记者 8 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8
月 31 日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
运输部、银保监会等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多部门相继印发文件，出
台 17 条政策措施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政
策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

基础设施方面，对 2020 年底前新
建、改扩建种猪场、规模猪场（户）和禁
养区内规模养猪场（户）异地重建等给予
适当补助，支持动物防疫、粪污处理、养
殖环境控制、自动饲喂等基础设施建设；
2019 年适当增加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
规模，重点支持生猪生产发展、动物疫病
防控和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贷款贴息方面，种猪场、规模猪场流
动资金贷款贴息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延长期内，将符合规定的
种猪场、规模猪场用于新建、改扩建猪场

的建设资金纳入支持范围。
保险方面，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暂时将能繁母猪保
额从 1000-1200 元增加至 1500 元、育
肥猪保额从 500-600 元增加至 800 元，
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把握时间窗口，持续
开展并扩大生猪价格保险试点。

推动粪污处理方面，扩大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实施范围， 2020
年择优选择 100 个生猪存栏量 10 万头以
上的非畜牧大县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

补贴补助方面，2019 年实施生猪良
种补贴，补贴标准每头能繁母猪每年不超
过 40 元；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由
现行按年度结算调整为每半年结算发放一
次，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后，县市要在
三个月内将补助资金给付到位；强化省级
财政的统筹作用，对非洲猪瘟防控经费保
障、落实稳定生猪生产、强制扑杀补助等政
策措施确有困难的县市，可降低或取消县
市财政承担比例。

养殖用地方面，生猪养殖用地按农
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
续，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前提下，合
理安排生猪养殖用地空间，允许生猪养
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作为养殖用途不
需耕地占补平衡；生猪养殖圈舍、场区
内通道及绿化隔离带等生产设施用地，
根据养殖规模确定用地规模，增加附属
设施用地规模，取消 15 亩上限规定，
保障生猪养殖生产的废弃物处理等设施
用地需求。

禁养区划定方面，依法科学划定禁
养区，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法规之外的
其他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禁养区
划定依据；开展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立
即整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超划禁养区情
形；加强禁养区整改调整政策支持，对禁
养区内关停需搬迁的规模化养殖场户，
优先支持异地重建，对符合环保要求的
畜禽养殖建设项目，加快环评审批，对确
需关闭的养殖场户，给予合理过渡期，严
禁采取“一律关停”等简单做法。

运输方面，从 2019 年 9 月 1 日起，
对整车合法运输仔猪及冷鲜猪肉的车
辆，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政策，在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对整车合法运输种
猪及冷冻猪肉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

抵押贷款方面，在辽宁、河南、广
东、重庆开展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
大型养殖机械抵押贷款试点，支持具备
生猪活体抵押登记、流转等条件的地区
按照市场化和风险可控原则，积极稳妥
开展生猪活体抵押贷款试点；对符合授
信条件但暂时遇到经营困难的种猪场
（地方猪保种场）、生猪规模养殖场和
屠宰加工企业，不得盲目限贷、抽贷、
断贷。

农机方面，将全国农机购置补贴机
具种类范围内的所有适用于生猪生产的
机具品目原则上全部纳入省级补贴范
围，对生猪养殖场（户）购置自动饲
喂、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废弃物处理
等农机装备应补尽补。

与塔利班和谈“急刹车” 特朗普在唱哪出戏？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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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荣和·林溪府业主：
在您的关心与支持下，我公司开发

建设的荣和·林溪府 A7-4 地块 3-76、
3-77、3-78、3-79、3-80 栋房屋已达
到合同约定交付条件，我公司将为符合
合同约定交房条件的业主办理上述楼
栋的交房手续。请您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携带《竣工验收合格通知书》、《商品
房买卖合同》、收款收据、身份证、住房
专项维修基金缴纳发票等相关证件材
料原件到桂林市秀峰区琴潭道 9 号荣
和·林溪府琴潭里 3-75 栋 101 号接待
点办理交房手续。恭祝您入伙大吉！

详 情 咨 询 电 话 ：客 服 热 线
17774703589

物业热线 0773-2533316
桂林荣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9 月 9 日

交房通知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 文/
摄） 9 月 7 日至 8 日，中国体彩
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广西
赛区比赛率先在桂林拉开战幕。经
过两天鏖战，桂林市“棋王”称号
最终由邓桂林获得，他将代表桂林
参加广西赛区决赛。

中国体彩“民间棋王”争霸赛广
西赛区活动由广西体彩中心联
合广西社会体育发展中心、广
西象棋协会共同组织举办。从
9 月 7 日至 28 日，陆续在 14
个地市的 40 家体育彩票网点
展开市级棋王选拔赛厮杀。市
级棋王将于 10 月汇聚南宁，
决出广西赛区棋王。据了解，广
西赛区报名人数超过 700 人。
其中，桂林站共有 64 人参赛。

在本届比赛中，赛事组委
会将比赛场地从以往紧张严肃
的专业赛场，搬到氛围轻松的
体彩实体店，深入民间、贴近群
众，方便往来的购彩者和市民
群众观赛，共同体验象棋运动
的魅力。

桂林站比赛 64 名选手经
过 2 天的分站赛和淘汰赛过招
厮杀，最终决出前 3 名。其中，
第一名获颁市级“棋王”称号。

据介绍，为深入推动全民健身
运动、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象棋文
化，中国体彩积极助力全国象棋业
余棋王争霸赛，致力于为普通棋迷
打造充分展示技艺的赛事平台。让
公益与运动共振、趣味与激情兼
具，让普通棋迷也能体验棋王的王
者荣耀。

“民间棋王”争霸赛

广西赛区在桂林拉开战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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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 7 日傍晚通过社交媒体推特突然宣布，取消

原定于 8 日分别与阿富汗总统加尼及塔利班主要领导人在戴维营

举行的秘密会晤，叫停美方与塔利班的和谈。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这一表态无疑为本已迎来曙光的和

谈蒙上浓重阴影，阿富汗和平之路再添波折。

□新华社记者韩朝阳

从雪域高原、从大漠绿洲、从辽阔草
原、从水乡江南…… 56 个民族的兄弟姐
妹从神州大地各处赶来，汇聚郑州，共赴
四年一度的民族盛会之约。

8 日 20 时许，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拉开帷幕，约
4 .6 万名各民族兄弟姐妹欢聚在形似“鸟
巢”的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期盼的眼
神、真挚的祝福、美好的梦想……荡漾在
你我的眼前、耳畔、心间。

“当护旗手护卫国旗从我们身旁经
过，大家的目光都追随国旗移动，那一刻
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与骄傲。”参加开
幕式的维吾尔族代表迪丽达尔·雪合热提
说，当国旗升起时，在现场最能感受到
56 个民族是一个和谐团结的大家庭。

伴随欢快的乐曲， 34 个代表团依次
入场。五颜六色的民族盛装如花怒放、绚
烂多彩，各具特色的文艺表演精彩纷呈、
引人入胜。短短 30 秒的驻停演出，连缀
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画卷。

西藏代表团成员索朗顿珠说：“今年
是新中国成立 70 年，也是西藏民主改革
60 年，我们有太多的发展成就渴望彰
显，有太多的民族文化想要展现，驻停
30 秒演出，只能拿出最具有代表性、全
国人民最熟悉的锅庄舞展示风采。”

20 点 58 分，随着全场倒计时的呼
喊，以“中华民族一家亲·携手奋进新时
代”为主题的开幕式文艺展演开始。灯光
变幻，藏族背鼓从空中缓缓下降，演员在
云中腾踏旋转，众人绕鼓欢快起舞，金色
的太阳把雪域高原染得一片灿烂。时空流
转，载着维吾尔族舞者的飞毯临空而来，
天山下，各民族同胞欢歌妙舞，一派团结

和谐的场面。
有多彩贵州、有塞上江南、有美丽壮

乡、有辽阔草原、有宝岛台湾……在“礼赞
中华”篇章，各民族同胞载歌载舞，礼赞中
华。56 个民族共同谱写五千年华夏辉煌历
史，东西南北中携手共建新时代幸福家园。

“看到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感受到
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参加开
幕式演出的演员步玮玮说，“和各个民族的
朋友一起，为同一场演出排练，更能体会到
相互间的情谊和民族团结的力量。”

黄河之水、纵横枢纽、合和太极、威
武少林……“出彩河南”篇章的演出，展
现了新时代中原大地意气风发的姿态。

悠扬的旋律中，“拥抱梦想”篇章缓
缓展开，各族同胞手捧家乡水，从四面八
方向舞台中央聚拢，共同浇灌中华同根

树，中华同根树茁壮成长，枝叶参天。
各民族同胞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
民族团结，各民族同胞像珍惜生命一样
珍惜民族团结。各民族同胞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拥抱着同一个梦
想———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赋予民族传统体育新的生命力，
让民族的成为世界的。”这是河南女子
珍珠球队队员白洋的心愿。“这有可能
是我以运动员身份参加的最后一场全国
综合性运动会。”在开幕式现场度过
36 岁生日的白洋说，“无论结果如
何，我都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白洋是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专职
的空竹老师，她牵头的教师团队已对约
两万名学员进行过空竹教学，她 7 岁
的女儿也非常喜欢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白洋觉得孩子们继承了自己的梦想。
完美演出、赛出水平、展示文化、

做好服务……不计其数的心愿汇聚成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吉祥物
“中中”沿着“幸福之路”高举火炬进
入现场，依次传递后点亮 56 个花瓣组
成的“同心花蕊”，最终，象征着全国
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主火炬越燃越旺， 56 个民族守望相
助、携手奋进的民族情越结越深。

开幕式尾声，在《我和我的祖国》
的歌声中，演员们在舞台上组成
“ 70 ”字样，献礼新中国 70 华诞，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新华社郑州 9 月 8 日电)

▲ 9 月 8 日，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中)在比赛中向球员示意。

当日，在广州举行的 2019 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阶
段比赛中，中国队最终不敌尼日利亚队，以 73 ： 86 告负。

新华社记者潘昱龙 摄

篮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阶段：

中国队不敌尼日利亚队

礼赞中华 拥抱梦想
———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侧记

 9 月 8
日，第十一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开幕
式在河南省郑州
市举行。图为广
西代表团步入会
场。

新华社记者朱
祥 摄

新华社广州 9 月 8 日电(记者
荆淮侨 林德韧 王浩明)8 日，
中国队以 73：86 不敌尼日利亚队
后无缘直通东京奥运会。赛后有媒
体称，本场比赛是中国男篮核心球
员易建联“最后一场国家队比赛”。
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易建联做出
澄清，称并未宣布退出国家队。

易建联表示，他的意思是“像我
职业生涯最后一场一样去打比赛。

最后一场国家队比赛是误读”。
本场比赛，易建联拿到全场最

高的 27 分，是下半场中国男篮稳
定的火力输出，但他最终未能带领
球队取得胜利。在混合采访区接受
采访时，易建联表示，输了比赛非
常遗憾，这样的比赛很难让人接
受，中国队本次世界杯之旅以这样
的结果结束，确实很难接受，但要
面对现实。

易建联澄清：未表示退出国家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