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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3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文莱苏丹哈桑
纳尔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同
规划好两国未来合作，推动中文关系在新
时期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中文是隔海相望的近
邻，也是相互信赖的朋友和伙伴。两国建
交以来，超越国情和社会制度差异，建立
了战略合作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
利合作成效显著。今年是两国建交第二个
25年的开局之年，双边关系正处于承上启
下、继往开来的关键阶段。中方愿同文方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双边关系，加
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做

大做强各领域务实合作，进一步促进各自
国内发展。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
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
中方赞赏文方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愿同文方一道，以共建“一带一路”
为契机，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能源、清真食品、农渔业、
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双方要加强防务和
执法合作，把两军互信和合作提升到新高
度。要加强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旅
游、媒体、地方交往等领域交流合作，巩
固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双方要加强地区

和国际事务合作，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
织等框架内加强沟通和协调。

习近平指出，中方赞赏文方积极推动
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愿加强“一带一
路”倡议同东盟发展规划对接，推动双方
关系提质升级，助力东盟共同体建设。当
前，南海局势趋稳降温，呈现积极发展态
势。中方愿同文方及有关各方一道，将南
海建设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
海。

哈桑纳尔表示，文莱祝贺中国国家建
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支持中方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建交以来，文中两国

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文莱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文方正在
推进“2035宏愿”，欢迎中方企业参与这一
进程，积极赴文投资兴业。文方愿在农业、
渔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清真食品、数字
经济等领域加强同中方的务实合作。文方
愿同中方继续保持高层交往，进一步扩大
人文交流，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推动东
盟同中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两国
“一带一路”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卫生
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广场为哈桑纳尔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3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
14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台阶上，礼兵分列两侧。号手吹响迎宾号角，
新任驻华使节们先后抵达，进入北京厅。在“北京鸟瞰”图前，使节
们依次向习近平呈递国书，习近平同他们一一握手并合影。这14位新
任驻华大使是：奥地利驻华大使石迪福、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赛义
多夫、塞内加尔驻华大使恩迪亚耶、阿塞拜疆驻华大使泽伊纳利、布
隆迪驻华大使姆巴祖穆蒂马、尼日利亚驻华大使吉达、乌干达驻华大
使基永加、加蓬驻华大使恩东、芬兰驻华大使肃海岚、荷兰驻华大使
高文博、爱尔兰驻华大使李修文、巴拿马驻华大使施可方、比利时驻
华大使马文克、卢森堡驻华大使俞博生。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新，请他们转达对各有关国家领导人
和人民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指出中国政府将为各国使节履职提供
便利和支持，希望使节们为增进各国同中国友谊、推动双边关系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积极评价中国同各国友好关系，指出中国愿同
各国增强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扩大友好交往，推动双边关系不
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中国和各国人民。

各国使节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人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表示各国高
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珍视人民间友谊，希望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进一步深化双方互利合作。使节们对出使中国深感荣幸，表示愿为增进两
国人民相互了解和信任、促进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作出最大努力。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举行会谈，共同规划两国未来合作

推动中文关系在新时期取得更大发展

中学生运动会记录“沉睡”４０年无
人破、高中班里引体向上少有人达标、
体育课长跑改短跑……记者在多地调查
发现，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中
小学生身高、体重等身体指标均有不同
程度提升，但体质下滑引发“好日子养
出弱孩子”的担忧，被广泛关注。

高了胖了，耐力爆发力却弱了

女子８００米纪录是１９７７年创造的、
女子１００米纪录要追溯到１９７９年、男子
１１０米栏纪录为１９８１年创造……据我国
东北某省会城市学生体育艺术发展中心
的统计，当地的中学生运动会纪录普遍
“沉睡”多年，有的项目甚至４０年无人
打破。

“现在的全市运动会，相当于过去
学校运动会的水平，而且成绩还在往下
走。”提供数据的该学生体育艺术发展
中心主任说。

与中学生运动会纪录多年无人破相
对应的，是一些处于低位的青少年体质
健康指标。近日，广州市教育局公布的
２０１６学年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抽测结
果显示，对比《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抽测优秀率仅２．６％，不及格率
达１６．２％，重度近视率为４９．８％。

据中国教育协会体育分会会长毛振
明介绍，３０年来，包括体能方面的跑、
跳、投掷等指标，我国学生体质健康国
家标准一直在降。

“这几年从统招学生中挑人进校队
越来越难，孩子们个头高了、身体胖

了，但耐力、爆发力等身体素质却不如
以前。”陕西某高校体育教研部定向越
野项目指导教师说。

“三张皮”如何缝成“一件袄”

业内人士表示，学校体育、社会体
育、竞技体育相互之间缺乏支撑和内在
联系，“三张皮”没有缝成“一件
袄”，导致学校体育缺少社会体育的课
外支持，竞技体育在组织孩子们普及锻
炼方面仍有提升余地。

“体校如何与当地优质教育资源结
合，形成权责分明、管办关系合理的教
学训练新机制；教育部门如何推进学校
开展特色体育项目，将项目文化融入学

校的文化和发展中；社会力量如何由
‘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变等，
都是完善我国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
必须破解的难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西部某省会城市体育局负责人表示，
目前我国多地体育系统与教育部门并没
有形成成熟的人才共育体制机制，难以
调动孩子运动的积极性。

同时，源自孩子、服务孩子的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需要进一步扶持，以激发其
活力。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统计显示，我
国各级各类青少年社会体育组织有７０００
个左右，而在美国，仅体操一项就有５０００
个左右。北方民族大学体育学院教师刘
和昌表示，由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社
会体育组织是民办性质，由体育主管部

门支持建设，场地却属于教育主管部门
管理下的学校，在场地使用、经费支持等
方面仍有待探索出激励性更强的政策。

此外，一些家长的观念也需要改
变。“我们小时候课余时间踢足球、打
篮球都‘玩疯了’，现在的家长却生怕
孩子磕着碰着，有的甚至为此找老师、
找学校。”宁夏银川市体育总会秘书长
丁晓晶说，家长的态度对孩子的影响最
直接，他们对体育运动的“看法”，有
时对孩子的选择是决定性的。

日子好了，不能养出弱孩子

专家建议，生活水平提高了，孩子
不能越养越弱。应加强青少年健康素养
和运动技能的培育，整合社会、学校、
家庭力量参与，倡导家庭体育，让运动
健身真正成为青少年的生活习惯。

虽然今年４月教育部发布了《中小
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办法》，但记者
梳理发现，不少省份的细则至今仍未出
台，多位体育部门工作人员建议，将学
生的达标测评纳入学校的考核范围，适
当提升体育课比重，探索对青少年体质
健康水平持续下降的地区实行问责。

刘和昌说，青少年正处于人生发展和
行为塑造的关键时期，可构建相关学科教
学和教育活动相结合、课堂教育与课外实
践相结合、经常性宣传教育与集中式宣传
教育相结合的健康教育模式，以加强青少
年健康素养教育和运动技能教育。

西安体育学院运动训练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黄谦等建议，在继续加大力度
助推中小学校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的同
时，应鼓励体育部门、相关协会、社区等
广泛推广亲子、家庭体育运动项目，通过
举办家庭趣味田径赛、智慧体育进家庭
等活动，让体育运动在社区、家庭扎根。

（据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３日电）

中学生运动会纪录４０年无人破

好日子为何养出弱孩子？

俄罗斯军方１２日说，叙利亚政府军已
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手中收复大部分
领土，目前控制该国８５％的土地。

分析人士认为，“伊斯兰国”在叙利
亚的溃败已成定局，但叙利亚政府与反对
派的政治和解进程仍面临障碍，战后重建
也困难重重，这将是叙利亚今后需要应对
的两个主要挑战。

继续围剿“伊斯兰国”

代尔祖尔省是“伊斯兰国”在叙仅存
的重要控制区。叙利亚政府军近期在这一
东部省份围剿“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进
展显著。

５日，政府军攻入该省首府代尔祖尔
市内一处被“伊斯兰国”长期围困的军
营，与营地内的政府军士兵会合，打破了
“伊斯兰国”对代尔祖尔市长达３年的封
锁。９日，政府军又打破“伊斯兰国”对
当地一个军用机场的长期围困。

１０日，政府军完全打通连接大马士革
和代尔祖尔市的公路，这有助于巩固并扩
大其在代尔祖尔市乃至全省的战斗成果。
目前政府军正继续在代尔祖尔市及周边地
区展开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
亚民主军”正继续围攻“伊斯兰国”在叙

境内的大本营拉卡，已经将极端分子团团
围困在１０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近日，
“叙利亚民主军”还分兵南下，进攻代尔
祖尔省的“伊斯兰国”武装，目前已逼近
代尔祖尔市。

分析人士指出，“伊斯兰国”在叙利
亚战场上节节败退，已失去了曾经占据的
大部分土地，目前控制的只有代尔祖尔省
大部分地区和拉卡等零星地区。而以政府
军和“叙利亚民主军”的进攻势头来看，
收复整个代尔祖尔省只是时间问题。

政治和解仍存障碍

与“伊斯兰国”的战争胜利在望，而
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和解进程
仍面临不少障碍。这些障碍自叙冲突之初
就存在，已导致联合国主导的多轮和谈无
果而终。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
米斯图拉的说法，下一轮真正具有“实质
意义”的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将于今年
１０月举行。而上一轮日内瓦和谈于今年７
月结束，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目前，叙利亚反对派主要分为境内和
境外两大派，各种反对派组织数量众多，
立场不一。分别活动于沙特、俄罗斯和埃
及的叙反对派近期举行会谈，希望组建统

一的反对派代表团，但各方在总统巴沙
尔·阿萨德去留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

叙境内反政府武装派别更是纷杂，其
中很多与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征
服阵线”存在联系，它们与境外反对派之
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

目前有利的因素是，在俄罗斯、土耳
其和伊朗的推动下，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
之间基本实现停火，各方集中精力打击
“伊斯兰国”。但在将来彻底击败“伊斯
兰国”后，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矛
盾可能又会成为主要矛盾，不排除双方会
再次发生冲突。

从目前来看，由于在战场上不断取得
胜利，巴沙尔领导的叙利亚政府地位稳
固，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拉塔基
亚等主要城市都在政府控制下，政府控制
区内的人口数量也最多。

美国前驻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认
为，巴沙尔政府目前的军事实力是自叙利
亚危机２０１１年初爆发以来的最强水平，而
反对派实力则大为削弱，西方和中东部分
国家也开始“放弃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巴沙尔上月底会见伊朗官员时说，叙
政府及其盟友取得的军事胜利已促使国际
社会改变对叙立场。

分析人士指出，下一步需要关注的
是，叙政府与反对派力量对比的变化，以

及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转变，
能否给叙利亚危机带来转机，让有关各方
下决心走政治解决的道路。

重建工作艰难起步

在战场上捷报频传的同时，叙利亚政
府也已开始着手在阿勒颇和霍姆斯等地开
展重建工作，但面临不小的难度。

阿勒颇曾是叙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
心，但多年战火给该城留下的是一片废
墟。记者近期探访阿勒颇老工业区时发
现，一些工厂已恢复运转，但多年战乱导
致劳动力缺乏，电力供应也缺乏保障。

另外，叙利亚目前仍遭到西方国家经
济制裁，这也给该国重建增添了更多障碍。

面对困难，叙利亚人还是有决心重建
国家。“阿勒颇人有着重建家园的强烈意
愿和坚定决心，我们一定能让这座城市重
拾往昔的荣光。”阿勒颇一名官员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上个月，曾在中东地区颇具影响力的
国际商贸盛会——— 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时
隔６年再次在大马士革举行，来自４３个国
家的１６００多家企业参展。分析人士认为，
这也是叙政府在向外界表明重建国家的决
心和信心。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９月１２日电）

“伊斯兰国”节节溃败，叙政府军目前控制该国８５％的土地———

叙利亚离和平还有多远？

习近平接受十四国

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报道

霍尔果斯：百年口岸展新姿
游客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参观中国文化馆（9月12

日摄）。

位于新疆伊犁、中哈边境的霍尔果斯，自古以来就是古丝绸之路

上的重要驿站。早在1881年霍尔果斯口岸就已经正式通关。2012年，

中国首个跨境边境合作区———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投入运

营。201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立县级霍尔果斯

市。如今，百年口岸依靠现代立体交通体系，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与活力，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霍尔果斯区域进出口货

运量达1937 . 27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4 . 2%；进出口贸易额
701 . 79亿元，同比增长29 . 87%。

新华社西宁9月13日电 青海省审计厅近日印发指导意见，明确将在
试点基础上逐步对全省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位于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的青海是我国生态大省，境内冰
川、湿地、河湖广布，被公认为亚洲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据青海省环
保厅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省生态资产总值达18 . 39万亿元，位于全国
前列，每年为下游地区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4000亿元。

为保护当地生态，近年来青海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逐步取消对
部分地区的GDP绩效考核，将全省近三分之一的国土纳入工业禁止开
发区域，对发生重大生态环境破坏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地区和单位
责任人实行“一票否决”“终身追责”。

近期，该省出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指导意见，进一步为有
关领导干部加压，力求通过念好“紧箍咒”、算好“生态账”，督促、倒逼各
地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树立更科学的生态观和政绩观。

该指导意见明确将在青海选取1州、8县开展试点，对领导干部任职
前后管辖区域内的土地、水、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资产变化情况进行
重点审计，以资源保护成果、管理制度建设、专项资金收支等指标为参
照，评价相关负责人的履责情况，严肃查处审计中发现的违法违纪违规
和损毁自然资源资产、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重大典型问题。

青海试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哈莉玛成为新加坡首位女总统

□新华社发
9月13日，

新加坡当选总统
哈莉玛在总统选
举提名中心接受
支持者的祝贺。

新加坡总选
举官13日宣布，
新加坡总统选举
唯一候选人、前
国会议长哈莉玛
自动当选该国第
八任总统。她也
是新加坡首位女
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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