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海口10月5日电 继4日打捞起2具遇难渔民遗体
后，“南海大救援”行动稳步进行，5日再次发现并打捞起4具遇难
渔民遗体。

据悉，海南省“9·29”救援总指挥部根据4日的搜救结果对5
日的搜救行动进行了调整，重点加强了对无人岛礁的搜寻力度。
5日，18时30分前，搜救船舶共发现并打捞起4具遇难渔民遗体，
其中，珊瑚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打捞2具，羚羊礁附近海域发现并
打捞2具。进行了7天的“南海大救援”行动共发现遇险渔民36人，
其中26人获救，10人丧生，仍有52名遇险渔民下落不明。

西沙群岛海域发现并打捞起
4具遇难渔民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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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3年 10月 5日

第 2013271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911 1000 911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2785 160 445600

53 8

据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国家防
汛抗旱总指挥部5日召开异地视频会
商会， 宣布启动防汛防台风Ⅱ级应急
响应防御今年第23号强台风“菲特”和
第24号热带风暴“丹娜丝”，并派出6个
工作组赴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
徽、江西等省市协助做好防台风工作。

5日9时，第23号强台风“菲特”中
心位于台湾台北东偏南方约620公里
的洋面上，风力14级（45米/秒），气压
945百帕，七级和十级风圈半径分别为
350公里和100公里。预计“菲特”将向
西北方向移动， 强度还会加强至15级
（50米/秒），可能于6日晚上到7日上午
在浙江中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
陆，登陆时风力可能达12至14级。与此
同时，第24号热带风暴“丹娜丝”已于4
日14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据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随着今
年第23号强台风“菲特”向浙闽沿海步
步逼近，中央气象台5日早晨将台风橙
色预警提升为红色预警。

据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5日9
时， 国家减灾办针对今年第23号强台
风“菲特”可能造成的影响紧急启动救
灾预警响应， 指导地方民政部门及时
做好灾害应急救助准备各项工作，最
大限度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

国家减灾办要求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福建、江西、山东等地民政部门进
一步加强应急值守，实行24小时值班制
度，做好应急救助准备，密切关注“菲特”
移动路径，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协助
提前做好海上作业人员转移、 近海国庆
旅游人员疏导、 出海船只回港避风等防
范应对工作， 及时报送灾情和救灾工作

信息，视情启动救灾应急响应，调运发放
救灾物资，安排下拨救灾资金，确保受灾
群众基本生活。

据新华社杭州10月5日电 台风
“菲特”来势汹汹，可能遭受正面冲击
的浙江省5日19时30分决定，启动防台
风Ⅱ级应急响应。而从当日8时起12小
时内， 这个省防台风应急响应实现了
“三级跳”，从Ⅳ级提升至Ⅱ级。

按照《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
案》，浙江省防指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
应等级由17时的Ⅲ级提升至Ⅱ级；而在5
日8时，浙江刚刚启动了防台风Ⅳ级应急
响应。浙江省防指要求，可能受台风影响
的地区要按预案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
切实做好台风防御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福建省
防指总指挥、 副省长陈荣凯表示，“菲
特” 最大可能于6日夜里到7日凌晨在
浙南到闽东一带沿海登陆， 重点影响
区域是宁德、福州、平潭、莆田、南平等
中北部地区。南昌铁路局停售10月7日
温福线、福厦线、龙漳线所有直通动车
车票，共计28对。

强台风“菲特”逼近浙闽沿海，上海
风雨也将逐渐明显。上海市防汛指挥部
5日表示，由于恰逢天文大潮汛，上海黄
浦江沿线潮位将全线超过警戒线，上海
面临台风、暴雨、天文大潮“三碰头”的严
峻局面。 铁路上海站已暂停发售10月7
日上海虹桥站开往宁波东以远的各次
沿海铁路列车车票。

由于联邦政府关门， 美国总统奥
巴马彻底取消原定于5日开始的亚洲
四国之行。 他也将由此缺席本届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美
国—东盟峰会、东亚峰会。

奥巴马取消亚洲之行， 旨在留在
国内就政府重新开门问题与共和党进
行博弈。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政府非核
心部门停摆的局面仍在持续， 很可能
与日益逼近的债务上限问题“撞车”，
从而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

政府关门僵局未解
由于民主、 共和两党未能就始于

10月1日的政府新财年预算决议达成
共识， 美国联邦政府陷入17年来的首
次关门风波。 这场闹剧表面上看是民
主、共和两党有关预算问题的交锋，实
则是主导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借题发
挥，向奥巴马医改发难，后因要价太高
遭民主党坚决抵制。

美国内政僵局很快殃及外交。白
宫3日晚发表声明说，奥巴马取消亚洲
之行一是因为联邦政府关门给出访造
成困难， 二是由于他决心留在国内敦
促共和党人让政府重新开门。

然而，几天来，政府部分关停的现
实未能撼动两党原有的立场。 共和党

没有放弃将奥巴马医改与政府预算决
议相捆绑的战略，而奥巴马一再重申，
一切要到政府恢复正常运转后再谈。
目前，双方分歧难消，尚未进入平心静
气的实质性讨论阶段。

债务大限火上浇油
政府关门事件的转机尚未出现，

债务上限问题却如阴云压顶般来袭。
美国财长雅各布·卢此前已多次警告，
财政部的非常规应对措施将于10月17
日耗尽， 国会须在此之前提高债务上
限以避免发生债务违约。

奥巴马表示， 国会必须无条件上
调债务上限。共和党则要求，除非协议
中包含削减财政赤字的措施或满足共
和党其他政策要求， 否则不会支持上
调债务上限。

两党互不妥协的态度让越来越多
人担心， 政府关门和债务危机两大问
题将重叠。 美国财政部近日公布的一
份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发生违约，可能
引发灾难性后果：信贷市场紧绷，国债
利率飙升， 负面溢出影响将波及全球
市场， 产生的影响堪比2008年金融危
机。

众议员安迪·哈里斯3日表示，两
党目前围绕财政议题的交锋仍在延

续， 现在来看两党就预算和公共债务
上限议题的谈判可能会合二为一。

两党对抗代价高昂
目前，民主、共和两党各不相让，

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多项民调显示，
美国人对政府关门一事普遍不满，虽
然归咎共和党的民众比例更高， 但也
有不少人将板子打在民主党身上。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日发布
的民调显示，目前约87%的美国人对华
盛顿政治圈的做法不满。在“政府关门
该怪谁”的问题上，约有44%的民众认
为应责备共和党，35%的人怪罪奥巴马
和民主党。在“国会现阶段第一要务是
什么”的问题上，70%的美国人认为国
会应先“让政府恢复运行”，而不是“阻
止医改法案的施行”。

此外， 政府关门风波不仅引发民
怨，还迫使奥巴马彻底取消亚洲之行，
对美国外交产生影响。 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朱利安·利泽利认为，奥巴马恐怕
担心， 在政府关门的当口选择离开华
盛顿， 共和党可能会借机指责其没有
谈判诚意， 竟在国家陷入危机时还选
择出访。更重要的是，这场国内危机的
形势未来数日还会更加紧张。

（新华社华盛顿10月4日电）

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0月5日
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抵达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 出席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当地时间17时15分许， 习近平乘坐
的专机抵达巴厘岛伍拉莱国际机场。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受到印尼旅游与创意
经济部长冯慧兰、巴厘省省长马德欢迎。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陪同人员
同机抵达。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刘建超也到
机场迎接。

本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主题是“活力亚太，全球引擎”，将重点
讨论实现茂物目标、可持续和公平增长、
亚太互联互通等议题。 习近平将发表重
要讲话。与会期间，习近平还将出席亚太
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闭幕式并发表

主旨演讲， 出席领导人与工商咨询理事
会代表对话会，会见一些成员国领导人。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马来西亚国事访
问后前往巴厘岛的。离开吉隆坡时，马来
西亚外长阿尼法、 卫生部长苏布拉马尼
亚姆等到机场送行。

习近平抵达巴厘岛出席APEC峰会

国庆长假期间， 许多特殊行业的劳动者放
弃了与家人团聚、出游的机会，坚守岗位，默默
奉献。

大图：10月5日，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
格达奇航空护林站， 武警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支
队官兵准备乘直升机对重点林区进行巡护。

小图：10月4日，国家电网山东省郯城县供电
公司工作人员在夕阳中巡视供电线路。

新华社发

假日坚守

透视美国政府“关门”风波

“菲特”逼近 ■国家防总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中央气象台发红色预警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4日电 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4日宣布， 受美国联邦政府非核
心部门关门影响， 取消原定于下周举行的美
欧贸易投资伙伴关系第二轮谈判。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当天与欧盟委
员会贸易委员卡雷尔·德古赫特通电话时说，
由于美国政府关门造成资金和人手紧张，美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无法派出完整的谈判团
队与欧盟进行原定于下周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第二轮谈判。弗罗曼同时表示，TTIP
谈判仍然是美国经济政策的重点之一， 美方
将与欧盟委员会商讨美国政府关门风波结束
后的新贸易谈判计划。

德古赫特当天也发表声明说， 取消第二
轮谈判令人遗憾， 但这不会影响欧美达成更
具雄心的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意愿。

政府关门致人手紧张

美欧TTIP
第二轮谈判取消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10月4日电 委内瑞拉
总统马杜罗4日说，被委内瑞拉驱逐的3名美国
外交官煽动了委最大钢铁厂2日起开始的无限
期罢工，这将严重影响“大住房计划”进度。

马杜罗当天在国家电视台讲话中说，这
几名美国外交官曾去过奥利诺科钢铁厂，收
买了这个全国最大钢铁厂的工会成员， 造成
目前钢厂无限期罢工的局面。

马杜罗说，如果罢工持续，他将采取严厉
措施，并揭示幕后主谋的罪行。

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提出“大住房
计划”，拟在2012年至2019年间建造300万套
政府保障房，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这是委内瑞拉政府最重要的社会福利措施之
一，目前已交房44.5多万套。

委内瑞拉9月30日宣布驱逐包括美国驻
委使馆代办在内的3名美国外交官，原因是他
们与委反对派合谋破坏委国家稳定。

委总统说美外交官
煽动钢铁厂大罢工

本报10月5日讯（记者 李珈名）10月5日上午，由长沙市教
育局主办的第四届“国象常青藤杯”长沙青少年国象冠军赛在麓
山国际实验学校拉开序幕。近千名中小学生将在为期2天的比赛
中展开激烈较量。该赛事与国际象棋在长沙市的发展同步，从最
初的300多名选手参赛，逐渐发展成拥有近千名参赛者的规模，成
为真正意义的市级国际象棋比赛。

青少年国象冠军赛长沙举行

据新华社青岛10月5日电 青岛中能队5日坐镇主场迎战武汉
卓尔队，经过90分钟激战，双方0比0战平。“副班长”卓尔队在第27
轮之后仅积16分，提前3轮降级，而中能队也连续15场不胜，在少
赛一轮的情况下，积25分、位列联赛倒数第二，保级形势不容乐观。

中超：武汉卓尔提前3轮降级

本报天津10月5日电（记者 蔡矜宜）作为“变身”东亚青年
运动会前的最后一届赛会，第六届东亚运动会将于6日在天津开
幕。我省运动员柴彪、谭佳薪（女）、刘志国和田文菊（女）将分别
参加羽毛球、体操、射击、举重项目的角逐。

今年5月，东亚运动会联合理事会会议决定将东亚运动会从
第七届开始改革为东亚青年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届，参赛运动
员的年龄原则上在14至18岁之间。

本届东亚运动会共有来自中国、朝鲜、中国香港、日本、韩
国、中国澳门、蒙古国、中华台北、关岛（会友）9个国家和地区的
2422名运动员参赛。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派出516名运动员，包括
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焦刘洋， 以及在莫斯科田径世锦赛男子
100米项目上跑出10秒的张培萌等优秀选手。

作为体操湘军的新星，17岁的长沙妹子谭佳薪在今年的多
哈世界杯上一举夺得高低杠冠军，本届比赛她将参加高低杠、跳
马和自由操3个项目的比赛。 衡阳伢子柴彪曾获得2010年汤姆
斯杯男子团体冠军， 是今年德国大奖赛和瑞士大奖赛男双冠军
的得主， 本届比赛他将与洪炜搭档出战男双比赛。1990年出生
的怀化小伙刘志国于2011年正式进入省射击中心，在今年的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男子气步枪个人第一名的好成绩。 保靖
姑娘田文菊将出战本届赛事女子举重69公斤级的比赛。

据悉，本次赛会共设24个大项、254个小项，其中奥运项目
16项，另外还有龙舟、空手道、武术等东亚地区民众喜爱的8个非
奥运项目。

第六届东亚运动会今日开幕
4名湖南运动员参赛

据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记者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获悉，发展改革委日前下发文件，明确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建
设评价内容（试行）及其标准，涉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产出
水平、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污染减量及效果、基础设施与生
态环境、绿色消费、循环文化、保障条件等方面。

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建设评价内容包括产业结构、节能
环保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淘汰落后产能目标完成
情况、产业集中度、能源、土地利用水平、集中政府机关办公楼人
均建筑面积、工业废弃物利用水平、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再生水利
用率、再生资源回收水平、餐厨废弃物资源化水平、城区环境空
气质量指数、辖区地表水环境质量等。

评价标准还包括城镇生活污水达标处理率、 城镇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建成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公共建筑和公共机构
节能改造面积、星级宾馆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费推行程度、集贸市
场塑料购物袋合格率、 市场过度包装商品治理情况、 绿色出行
（公交、地铁、自行车）比例等。

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
建设评价标准出炉

10月5日，在浙江舟山沈家门渔港，渔船纷纷归港避风。 新华社发据新华社德黑兰10月5日电 伊朗最高
领袖哈梅内伊5日对伊总统鲁哈尼外交团队
在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一些做法提出
了批评。

据伊朗半官方的学生通讯社报道， 哈梅
内伊当天在德黑兰会见部分军官和军校毕业
生时， 首先对鲁哈尼上任后采取与西方缓和
关系的外交努力表示赞成。但他同时指出，鲁
哈尼团队在纽约的一些言行是“不恰当”的。

哈梅内伊并未指明鲁哈尼团队在纽约的
哪些言行不恰当，只是强调“美国政府不可靠，
既傲慢又不合常理，而且不守诺言”。他说，希
望政府官员充分认识外交努力的“各个层面”，
在采取具体措施时，不要忘记国家利益。

这是鲁哈尼上任后， 哈梅内伊首次对伊
朗新政府的外交努力发表公开评论。 伊朗核
问题近期出现一些积极信号， 引起国际社会
关注。

伊朗最高领袖
批评鲁哈尼部分做法

本报10月5日讯（记者 王亮） 在今晚结束的2013年体操世
锦赛女子高低杠决赛中，中国选手姚金男挑战“莫空翻”失败，但
随后出场的黄慧丹发挥出色，以15.400分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
这也是中国体操队在本次世锦赛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美国选手罗斯与俄罗斯名将穆斯塔芬娜， 分别以15.266分和
15.033分拿到女子高低杠的亚军和季军。 预赛第一的姚金男首个
出场，但在挑战“莫空翻”动作时出现失误，最终以14.633分排名第
六。湖南妹子商春松首次参加体操世锦赛，她进入了个人全能决
赛，但在平衡木项目上出现了失误，最终位列第八位。明天，商春松
将参加平衡木的单项决赛，她在预赛中列第二位。

体操世锦赛

黄慧丹为中国队夺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