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中
国女排主教练郎平15日表示，将
为了更多的冠军不断拼搏。

郎平是在谈到联想集团与中
国女排的合作时做此表示的。她
说：“中国女排与联想都是攀登
者。相信此次合作会让双方在追
求更高目标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为了更多的冠军不断拼搏。”

在今年国庆节前夕结束的
2019 年女排世界杯赛中，郎平
率领的中国女排成功卫冕，夺得
了队史上第十个世界“三大赛”
冠军。

郎平透露，她是联想的粉
丝，因为联想参与了 2008 年北
京奥运会的火炬设计，而她当时
也是火炬手之一，至今她还保存
着那个火炬。

15日，联想集团宣布，成为中
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中国女排）主
赞助商、官方合作伙伴，但是没有
透露赞助的金额。

郎平：

为了更多的冠军
不断拼搏

新华社乌鲁木齐11月15日电 CBA常规
赛第 6轮 15 日进行两场对决，主场作战的
新疆男篮6人得分上双，127:105大胜老对
手辽宁；翟晓川和林书豪合力砍下53分，帮
助北京100:91客场力擒江苏。

新疆开场便手感火热，单节命中7记远投，
首节便以35:24建立领先。辽宁进攻状态低
迷，仅依靠外援史蒂芬森个人单打取分。新疆
则打出团队进攻，全队上半场送出15次助攻，
出场球员均有得分。小将唐才育次节三分球
3投3中，帮助新疆74:52领先上半场。

中场调整后，辽宁队员韩德君和郭艾伦
的挡拆配合给新疆造成不小杀伤，前者连续
空切得分帮助客队缩小分差。第三节中段，
主裁判通过视频回放判定新疆外援费尔德在

上一回合违体犯规，并追加处罚。好在新疆
未受判罚影响，西热力江造成史蒂芬森违体
犯规，两罚全中后再中远投。三节战罢，新疆
102:79领先。

末节，辽宁主将郭艾伦发力，连续突破上
篮并命中远投。但稳扎稳打的新疆没有留给
对手机会，最终127:105获胜。新疆外援费
尔德得到全队最高的25分并有7次助攻，范
子铭得到25分7个篮板。辽宁球员郭艾伦得
到全场最高的26分，史蒂芬森得到25分。

北京球员方硕因上轮比赛被判夺权犯规，
本轮自动禁赛；而江苏肯迪亚也由拉杜利察单
外援出战。同样缺少主力球员的两支球队打
得十分胶着，直至末节才见分晓。北京队王骁
辉首节两度打成“2+1”,无奈球队接连失误送

分，江苏队史鸿飞两记远投帮助球队26:25领
先首节。

次节翟晓川连续中投得手，率队在半
场结束时54:50反超。易边再战，易立与拉
杜利察为江苏内外建功，主队反超比分。
但翟晓川、林书豪先后命中远投，后者又打
成“2+1”，客队83:75领先结束第三节。尽
管拉杜利察末节篮下强攻收获不错效果，
但稳扎稳打的北京牢牢掌控着场上节奏，
最终获胜。

江苏外援拉杜利察拿下全场最高的31分
并摘得11个篮板，易立和史鸿飞均得18分。
北京队翟晓川得到全队最高的27分，汉密尔
顿得到25分16个篮板的“两双”数据，林书豪
得到26分。

CBA：新疆大胜辽宁 北京力擒江苏

中企承建莫桑比克N6公路改扩建项目 竣工通车
这是无人机拍摄的莫桑比克马

尼卡省东部边界处的因绍佩立交桥
（11月14日摄）。

由中企融资和承建的莫桑比克
交通干线N6公路改扩建项目 14 日
正式竣工通车，莫总统纽西等出席竣

工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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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雅温得11月14日电（记者乔
本孝 张意梦）中国援非“万村通”喀麦隆
项目竣工仪式14日在首都雅温得附近的
姆富市举行，该国300个村庄自此接入卫
星数字电视信号。

“万村通”项目是2015年中非合作论
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的中非人文领域

合作举措之一，旨在让非洲国家1万个村
庄收看到卫星数字电视。

中国驻喀麦隆大使王英武在仪式上
说，“万村通”项目为成千上万喀麦隆村民
打开一扇新的窗口。中方将继续秉承真
实亲诚理念，推动两国友好合作不断向前
发展。

出席仪式的喀麦隆新闻部秘书长费
利克斯·佐戈对中国政府和负责项目实施
的四达时代集团表示感谢，称赞两国友好
合作又添硕果。

仪式当天，记者看到一户农家的屋顶
安装有中国援助标志的卫星电视接收器，
屋内电视正清晰地播放巴西利亚金砖峰

会的新闻节目。
63岁的村民琼吉兴奋地对记者说，终

于可以像城里人一样，在家收看丰富多彩
的电视节目了。

据了解，四达时代集团还培训了大量
喀麦隆本地工程师，为项目运营维护提供
持续技术支持。

中国援非“万村通”喀麦隆项目竣工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4日电（记
者周舟）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4日
批准药物泽布替尼用于治疗套细胞
淋巴瘤。这是首款由中国药企自主
研发、获得美药管局批准上市的抗癌
新药。

泽布替尼由中国公司百济神州
自主研发。主持相关临床研究的中
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大内科主任、淋
巴瘤科主任朱军在百济神州发布的
新闻稿中说，中国生物医药公司自主
研发的创新抗癌药首次获得美药管
局批准，是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和临床
肿瘤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套细胞淋巴瘤是一种侵袭性非
霍奇金淋巴瘤，在美国占非霍奇金淋
巴瘤的3%到10%。泽布替尼是一种
布鲁顿氏酪氨酸激酶小分子抑制剂，
获批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至少一项
疗法的成年套细胞淋巴瘤患者。

美药管局药品评估和研究中心
官员理查德·帕兹杜尔在一份声明
中说，套细胞淋巴瘤通常对初步治
疗反应良好，但最终会出现反复或
不再响应治疗，从而危及生命。新
获批疗法的临床试验显示，84%的
患者肿瘤会缩小；对于复发或难治
性患者而言，这种疗法提供了另一
种治疗选择。

美药管局说，在一项包括86名套
细胞淋巴瘤患者的临床试验研究中，
84%的患者肿瘤缩小，中位持续缓解
时间为19.5个月。在另一项包括32
名套细胞淋巴瘤患者的临床试验中，
同样有84%的患者肿瘤缩小，中位持
续缓解时间为18.5个月。

美药管局首次批准
中国药企自主研发

抗癌新药

特朗普要求最高法院
阻止地方检察官
获取其个人纳税单

威尼斯因洪灾
进入紧急状态
新华社罗马11月15日电 意大利政

府14日宣布，正遭受洪灾侵袭的意大利
古城威尼斯进入紧急状态。

当天内阁会议结束后，意大利总理
孔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内阁会议通
过了威尼斯申请进入紧急状态的请
求”。他指出，首批2000万欧元的财政
拨款已经分配给威尼斯及其周边受洪
灾影响的区域，以支援救灾及灾后恢复
工作。本周以来，受极端天气影响，威
尼斯遭遇严重洪灾。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中国男足
14日在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四十
强赛中1:2不敌叙利亚队，丧失出线主动
权，主教练里皮宣布辞职。中国足协新闻
发言人15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称：
国家队失利的原因是全方位的，但依然还
有出线希望；新任主教练首先要有担当，
要熟悉中国的联赛和队员，能够制订出符
合国足队员能力和特点的战术，能够全力
以赴率领球队打好接下来的世预赛；足协
会做好下一步备战计划。

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以下简称“记”）：中国男足在世

预赛亚洲区40强赛中1:2不敌叙利亚队，
虽以净胜球优势领先菲律宾队暂列小组
第二，但与小组第一叙利亚队的积分差距
已达5分，丧失40强赛出线主动权。国足
本场比赛失利的原因是什么？

足协新闻发言人（以下简称“足”）：这
次比赛不仅结果让人失望，比赛过程也没
有达到预期。国家队是一个团队，是中国
足协派出征战比赛的队伍，足协负有最大
的责任。说到底，还是我们的足球人才培
养不足以支撑一支高水平的国家队。国
家队失利背后的原因是全方位的，不只是
哪个教练，或者哪个队员的责任。在昨天
比赛结束之后，足协领导同国家队队员进
行了深入沟通，并对队员提出要求：既要

反思比赛，同时也不能气馁。世预赛四十
强赛还有4场比赛，其中有3个主场，中国
队并没有失去出线希望。足协将会抓紧
研究下一步的备战工作，国家队从迪拜回
国之后，中国足协将会召开内部检讨专题
会，从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深刻反思，
全面总结备战过程中的问题。

记：国足主教练里皮辞职是否与中国
足协事先沟通过？他是否还有回归的可能？

足：里皮在发布会之前并没有通过正
式渠道向足协提出辞职。关于他是否回
归，目前不是摆在桌面上的优先事项。足
协首先要内部深刻反思，总结队伍备战的
问题，并讨论下一步的计划。

记：里皮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球
员应该把教练布置的战术发挥出来。如
果球队不能发挥出最佳水平，球员害怕比
赛，没有斗志，没有胆量，没有连续传球，

“这都是我主教练的责任”。
“缺乏斗志”“无法发挥出教练布置的

技战术”是国足的痼疾，国足距离“能征善
战、作风优良”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如
何解决？

足：这次国家队备战世预赛，中国足
协成立了国家队备战工作领导小组，足协
主席陈戌源担任组长，全面保障队伍的备
战工作。国家队是主教练负责制，足协充
分信任并支持里皮和他的教练团队。在

备战与菲律宾和叙利亚两场比赛之前的集
训过程中，里皮均表示队伍的士气、队员的
自信心都非常不错。我们相信，入选国家
队的队员都想为国家队全力以赴，都想打
好比赛赢得胜利。“能征善战、作风优良”
是对每支国字号队伍的要求，国家队在场
上的表现确实距离这个标准还有一定距
离，足协在接下来的内部反思中，也会重
点研究这一课题，特别是如何加强队员的
拼搏精神、团队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

记：目前距离下一场四十强赛还有4
个多月，我们选帅的思路是什么？是否已
有目标？

足：（对阵叙利亚的）比赛刚刚结束，
足协还需要内部进行全面总结，并制订下
一步的备战计划，确定新的教练团队是其
中的重要课题。国家队的主教练首先要
有担当，要熟悉中国的联赛和队员，能够
制订出符合中国国家队队员能力和特点
的战术，能够全力以赴率领球队打好接下
来的四十强赛4场比赛。

记：国足作为一国足球的标杆和旗
帜，备受球迷瞩目，但自2002年世界杯以
来，再无晋级世界杯正赛经历。足改方案
中的远期目标写到：“积极申办国际足联
男足世界杯；国家男足国际竞争力显著提
升，进入世界强队行列。”如何实现上述目
标？申办世界杯是否已有计划？

足：联赛是国家队的基础，我们首先
要推进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健康发展，让
更多的青年球员能够通过联赛得到锻炼
和成长，从而进入国家队。中国足协将会
出台联赛调整方案，大力推进青训，鼓励
优秀的年轻球员留洋，进入欧洲高水平联
赛锻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期待国家队
水平的逐步提高。

接下来，中国将会承办2021年世俱
杯和2023年亚洲杯，相信这两大国际赛
事将会大大推进中国各承办城市足球基
础设施的提高，提升足球文化在中国的普
及，吸引更多的青少年踢足球。关于申办
世界杯，目前足协还没有相关议程，我们
还是首先要踏踏实实地做好现有工作。

记：“归化”作为助力国足冲击世界杯
的举措之一，目前看效果如何？归化球员
的融入度如何？如何加强对他们的管理？

足：归化球员中目前已经有两人加入
国家队，艾克森和李可均已登场亮相，为
国家队做出贡献。关于归化球员的管理，
中国足协很快就会出台相关管理规定。
可以确定的是，所谓的“50人归化限额”不
属实。足协主席陈戌源在8月召开的足
代会上已明确表示，足协将会以“严格限
制、谨慎推进”的原则来推动球员归化工
作，在接下来的联赛调整方案中，针对归
化球员，也将会作出明确的限制规定。

中国足协：国足失利原因是全方位的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5日电 美国总
统特朗普14日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要
求推翻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放行检察
官获取其多年个人和商业纳税申报单的
裁决。

位于纽约市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
院11月初做出裁决，放行曼哈顿地区检
察官万斯执行一份传票，该传票要求当
地一家会计事务所交出2011年至2018
年特朗普个人和企业财务记录。特朗普
私人律师塞库洛14日说，调阅特朗普财
务记录的要求是受“政治驱使”。

新华社莫斯科11月15日电 俄罗
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外国干涉俄罗
斯内政事实调查委员会主席皮斯卡廖
夫14日说，他领导的委员会查出多起
外国非政府组织及媒体干涉俄内政的
案例。

皮斯卡廖夫说，委员会查明共有12
个欧美国家通过50多个非政府组织、媒
体和个人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19个
俄联邦主体的内政进行了干涉。此外，
委员会还发现有外国势力企图在俄境内
建立非法抗议活动头目培训基地、收集
材料以图煽动民族矛盾等。

俄查出多起外国
干涉俄内政案例

天盈花园命名公告
湛民审命名【2019】21号

根据《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和《广东省建
筑物住宅区名称管理规定》的要求，湛江巨恒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筹建的位于湛江经济技
术开发区永平南路1号的筹建项目正式命名
为“天盈花园”。

特此公告
湛江市民政局

2019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