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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4118 1 8 8 8 5 9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6 51579287.7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275 2 8 6
排列 5 14275 2 8 6 1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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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柏林10月10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0日下午在柏林总理
府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第三轮中
德政府磋商。 中德两国政府26位部长参
加磋商。 两国总理听取了双方部长各自
领域对口磋商成果汇报， 并分别发表讲
话。

李克强表示，中德同为世界上有重要
影响力的国家。今年两国建立起全方位战
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的战略性和长远性
不断增强。 中德关系不是简单的买卖关
系，而是高水平的合作共赢关系，有着广
阔前景。此次两国制定并发表 《中德合作
行动纲要》， 内容广泛深入， 对规划指导
双方中长期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要
共同做好落实工作， 着眼长远， 共谋发
展， 将中德关系推向新高度。 中方愿与
德方启动两国外交和安全战略对话， 加
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共同促进
世界和平与繁荣。

李克强指出，中德关系要在今天的高
水平上继续向前发展， 需要更多新思路、
新点子。两国要发展创新伙伴关系，本着
交流互鉴、公平开放的精神，重点开展工
业、科技、农业、教育、环保、城镇化、医疗
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创新合作，创新合作模
式、机制和举措，打造更多引领未来合作
方向的新亮点，推动中德务实合作向更高
层次发展。

李克强表示， 中方愿与德方深化经
贸、投资合作，加强技术合作力度，希望德
方向中国出口更多高技术产品，为中国企
业赴德投资提供便利。双方要继续推进电
动汽车、航空航天等制造业合作，推动产
业技术升级；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充
分发挥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机制作用，推
进人民币在欧洲离岸业务，希德方尽早解
决对在德中资银行监管过严等问题；以建
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合作，充分挖掘中欧国际货运班列

潜力，拓宽陆上贸易走廊；密切人文交流，
将2016年确定为中德青少年交流年，推进
签证互惠，采取更多便利措施促进两国人
员往来。

李克强表示，中方对德方支持中欧投
资协定谈判表示欢迎，希望德方支持启动
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推动欧盟放宽高
技术产品对华出口。 双方要加强协调配
合，共同维护世界经济开放性，推进全球
贸易自由化。

默克尔表示，中国是德国重要和可靠
的合作伙伴，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人
文等领域开展了深入交流合作， 取得丰
硕成果。 德中政府磋商为两国合作提供
了高效平台， 有力促进了双边关系发展，
应继续办好。 德方愿与中方拓展合作领
域， 扩大合作规模， 重点发展互利的创
新伙伴关系， 全面深化经贸、 投资、 工
业、 农业、 科技、 金融、 基础设施建设、
人文等领域合作， 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

务中的协调配合， 推动德中和欧中关系
继续向前发展， 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的
和平、 稳定与发展。

据新华社柏林10月10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0日上午在柏林会见
德国总统高克。

李克强表示，在中德双方的共同努力
下， 两国关系保持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中方愿同德方一道，规划好两国中长期合
作，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彼此包容的
精神，客观、全面地看待对方，充分理解对
方国情，增强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筑
牢中德友好的基石，开辟两国全方位战略
伙伴关系更加美好的前景。

高克表示，当前德中都在致力于促进
经济发展， 两国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深
化互利合作将有助于这一进程。我期待两
国新一轮政府磋商取得丰富成果，推进包
括创新在内的各领域合作。

李克强同默克尔共同主持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

将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

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位于太行山东麓，历史上属于
严重干旱地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极为
关心林县的缺水问题。1959年夏天，中共林县委员会提出，
从林县穿越太行山到山西，斩断浊漳河，将水引进林县，彻
底改变缺水状况。 这个计划得到中共河南省委和山西省委
的有力支持。1960年2月，红旗渠开工。经过不到八个月奋
战，林县人民斩断45道山崖，搬掉13座山垴，填平58道沟
壑，穿凿总长度600余米的7个隧洞，建渡槽、路桥和防洪桥
56座， 完成土石方445.65万立方米， 砌石42.86万立方
米，终于拦住了浊漳河。然后，经过连年苦战，实现红旗渠总
干渠通水。接着，林县人民又进行红旗渠支渠配套。他们顶
住压力，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至1969年7月底，共建
成大小石砌渠道595条，全长1500公里，同时进行总干渠
加高加固，配套维修。1974年8月，红旗渠全部竣工。

红旗渠的建成， 使林县从山坡到梯田， 从丘陵到盆
地， 形成较为完整的水利灌溉网。 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最普通的工具，劈开太行山的
重峦叠嶂，引漳河水入林县，建成“人造天河”红旗渠，在
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红旗渠的建成，彻底改变了林县人民
世世代代贫穷缺水的命运，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
重要贡献。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
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激励着广大党
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奋发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创造更加
辉煌的业绩。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新中国成就档案

红旗渠竣工通水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王亮 通讯员 何庆程）2014
湖南“君毅财富杯”第七届环湘自行车赛全程车队今天在
望城金桥国际巿场集群项目基地启程，8支车队、48名骑
手将完成2800余公里的骑行。

参加全程骑行的48名队员来自全省各地。长沙车手王文
亮说，前几届就想参加环湘全程骑行，可一直没时间，本次报
名参加，既可骑游全省，还可为其他车友提供修车服务。

全程骑行每个车队6人，一名女骑手，按照团队到达成绩
排名，完成全程的所有选手都将获得环湘全程勇士奖杯。

本次环湘全程路线从长沙望城区出发， 先经益阳到
常德河洑进行第3站环湘分站赛。 然后经桃花源到沅陵、
怀化、南山、新宁峎山、蓝山、郴州、汝城等地，最后经衡山
到主席故里湘潭结束全程骑行，预计骑行2800余公里。

环湘赛全程车队启程

据新华社上海10月10日电 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第一分院10日以涉嫌敲诈勒索、 强迫交易、非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依法分别对21世纪网总裁刘冬、 副总编周斌，理
财周报社发行人夏日、 主编罗光辉，21世纪经济
报道社湖南负责人夏晓柏等25人批准逮捕。

9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通报：“上海市公安
局于日前侦破一起特大新闻敲诈案件， 涉案的
21世纪网主编和相关管理、采编、经营人员及
上海润言、 深圳鑫麒麟两家公关公司负责人等
8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
件涉及上海、北京、广东等省区市数十家企业。”

9月26日，上海市公安局证实，21世纪经济
报道发行人沈某、总经理陈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
于9月25日被警方抓获， 并称上述人员因涉嫌
敲诈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涉嫌敲诈勒索等罪

21世纪网总裁刘冬
等25人被依法批捕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洪磊10日表示，中方对韩方采取暴力执法导致
中国渔民死亡感到十分震惊，强烈不满，要求韩
方立即认真彻查，严肃处理责任人，向中方及时
通报有关调查和处理结果。

洪磊说，10月10日， 韩国海警在对中国鲁荣
渔50987号渔船执法时，向中国渔民开枪，导致船
长宋厚模死亡。“中方对韩方采取这一暴力执法行
为导致中国渔民死亡感到十分震惊， 并表示强烈
不满，要求韩方立即认真彻查事件，严肃处理责任
人，向中方及时通报有关调查和处理结果。”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外交部部长助理
刘建超10日紧急约见韩国驻华大使权宁世，就当日
韩国海警开枪致一名中国渔民死亡提出严正交涉。

韩方暴力执法致我渔船船长死亡

中方提出严正交涉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等四部门10
日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
的通告》。这是继“猎狐2014”境外追逃专项行动后，有关
部门出台的又一重要追逃举措。

根据通告， 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自本通告发布之
日起至2014年12月1日前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
法院，或通过驻外使领馆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
法院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自愿回国的，可以依
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积极挽回受害单位或受害人
经济损失的，可以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外逃经济犯12月1日前
自首可减轻处罚

四部门联合发布“境外追逃令”

泰国仅3人是老面孔

去年6月15日国足在合肥1比5惨败
于泰国队，加上亚运会国奥对阵泰国队
0比2再度告负，让国足上下对这场比赛
格外重视，主帅佩兰直言这场热身赛在
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比赛的范畴。

为此，佩兰派出了最强阵容。冯潇
霆和李学鹏搭档中卫， 任航和张琳芃
出任边卫， 韩鹏任中锋， 武磊担纲前
腰，于海和张呈栋两侧冲击，蔡惠康和
吴曦搭档后腰，门将依然是曾诚。

反观泰国队，因为刚打完仁川亚运
会以及受泰国联赛杯影响，只有15名球
员赴华参赛，其中有3名是守门员。与去
年的那支球队相比，这支泰国队“面目
全非”， 只有3人经历了去年的中泰之
战。泰国队连续对国足、国奥“梅开二
度”的前锋克莱松也不见踪影，让国足
的“复仇”难度和成色降低不少。

在人员不整、主力尽缺的局面下，

泰国队全场只换了2次人，国足则高达
6次。国足能在下半场连入3球，与泰国
队体力下降有直接关系。

泰国队阵容不整， 运气也不好。第
61分钟，张呈栋送出传中，吴曦未能抢
点成功，但泰国队守门员起身追球时却
将球碰入球门，让国足1比0领先。国足
士气大涨，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孙可
借助角球机会，禁区内凌空扫射破门。5
分钟后， 替补前锋杨旭抓住对方失误，
单刀突入禁区，面对守门员冷静施射得
手，将场上比分锁定为3比0。

佩兰赛后总结道，“不管对手如
何，3比0取胜始终是一个非常好的结
果， 我觉得已经抹去了过去的不好记
忆。当然，下场与巴拉圭队的比赛更能
检验球队的训练和实力。”

大胜之下仍有隐忧

本次比赛，国足在场上拼得很凶，
也如愿获得一场大胜。 但胜利之下依
然凸显了国足的顽疾， 那就是技术水
平不足，并且略欠章法。

比赛中， 国足大部分时间压在对
方半场进攻。对于只来了15名队员的
泰国队来说， 进行保守的防守反击也
在情理之中。全场比赛，泰国队只有两
脚射门。

上半场面对泰国队的密集防守，国
足的进攻更多集中在边路， 右路的张琳
芃和于海表现活跃。但压制归压制，活跃
归活跃， 国足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
会。下半场，由于泰国队体力下降，国足
进一步掌控局势，3个进球才一一降临。

回顾整场比赛， 国足更多时间压
制在对方半区， 真正的地面进攻实则
不多，更多的是长传冲吊，但无论是落
点， 还是跟进队员的跑位， 质量都不
高。全场比赛下来，国足共有20脚射
门，只进了2个，效率的确有些偏低，这
是技术不足，章法不够的直接表现。

佩兰承认进球效率不高，“但要作
出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球队毕竟
仍处在构建的过程中。”

14日迎战南美劲旅巴拉圭队，对
国足来说将是一场真正的考验。

（本报武汉10月10日电）

10日晚， 凭借对方的乌龙球以及孙可、 杨旭的进球， 国足在武汉
进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以3比0大胜阵容不整的泰国队———

3球大胜，看起来很美

图为10月10日， 中国队球员祝贺杨旭 （左三） 进球。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王亮

据新华社奥斯陆10月10日电 挪威诺贝尔
委员会主席托尓比约恩·亚格兰10日宣布，把
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印度和巴基斯坦的
儿童权利活动人士凯拉什·萨蒂亚尔蒂和玛拉
拉·尤萨夫扎伊，以表彰他们反对压制儿童和青
少年、为所有儿童争取教育权所进行的斗争。

亚格兰说， 印度反童工活动家萨蒂亚尔蒂长
期专注于维护儿童权益，反对使用童工、残酷剥削
儿童， 并且对涉及儿童权益的重要国际公约作出
了贡献。据挪威媒体报道，现年60岁的萨蒂亚尔蒂
曾不顾死亡威胁， 拯救了数以千计的被反复贩卖
成奴的儿童。尤萨夫扎伊现年17岁，是诺贝尔和
平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她曾被塔利班武
装的子弹击中头部。 她争取女童教育权的名言
是：铅笔比枪支更有力量。

印巴儿童权利活动人士
获诺贝尔和平奖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整治查
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6122起， 涉及
7162人。”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开展以来，中央近日晒出的一份清单。

专家称，官员赌博过去只有零星的公
开，此次“官场赌风”首次大规模暴露在公
众面前， 意味着这一曾被忽略甚至有些
“隐秘”的问题，成为反腐突出的焦点。

梳理各地晒出的整改成绩单，分区
域来看，党员干部参赌涉赌的问题在30
多个省区市均有出现，其中浙江涉案人
数最多， 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
1575件，党纪政纪处分1544人；其次为

广东，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1114
起，处理1127人。

一些纪检干部和专家分析，由于各
地查处、执行标准不一，所以上述数字
并不能绝对显示出一个地方“赌风”的
盛衰。而且，从全国范围看，实际发生的
可能案例比公布出来的更多。

2004年，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
的《关于严肃查处党员和干部参与赌博
的通知》明确规定：“对参与赌博活动的
党员，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是党员领导
干部的， 要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凡

是参与赌博的领导干部， 要一律予以
免职。”

对于首晒“官赌”清单，也有专家认为
还不够细化。在清单中，对公众关心的涉
赌金额及来源并未涉及。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汪玉凯说，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近年
来各地鲜有治赌新规定出台。时下，随着
“反四风”活动，治赌新政也应该跟上。

纪检干部和专家表示，党员干部赌
博呈现“农村强于城市，基层强于高层”
的趋势。同时，网络赌博、赌球赌马等新
兴赌博方式逐渐出现， 应该及时关注，
并且采取手段加以整治。

首份“官场赌风”治理清单出炉
整治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6122起， 涉及7162人

据新华社堪培拉10月10日电 澳大利亚运
输安全局日前公布了对失踪的马航370航班的
最新调查报告。报告推测，客机可能在燃油耗尽
后以螺旋下降的方式坠入南印度洋， 地点可能
在第七条弧线区域内更靠南的位置。

这份名为《马航370飞行路线分析更新》的
报告称，来自澳、英、美、马来西亚的相关组织和
专家，根据卫星通信数据以及客机飞行数据，重
建了马航370航班的飞行路线。报告称飞机可能
的坠海地点会在第七条弧线区域内更靠南一
些，但仍在此前划定的水下搜寻优先区域内。

澳最新调查报告推测

马航370航班
燃油耗尽螺旋式坠海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0日
开设专栏， 集中公布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
情况，接受党内、群众和媒体监督。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今年3月至5月，中央巡视组对北
京、天津、辽宁、福建、山东、河南、海南、甘肃、宁夏、新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了常规巡视， 对科技部、 中粮集
团、复旦大学开展了专项巡视，并于今年7月陆续向上述
地区、单位党委（党组）反馈了巡视意见。

从反馈情况看，上述地区、单位在党风廉政建设、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作风建设、 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干
部选拔任用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工程建设等领域
腐败多发、“一把手”频频涉案、“小官巨腐”等尤为突出。

根据党务公开和巡视工作有关要求，从10月10日起，
上述地区、单位党委（党组）陆续反馈整改情况，并通过中
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向社会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0
日公布了今年中央首轮巡视整改情况， 其中包括科技部
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全文。通报披露，承担“转
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 重大专项有关课题的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等被依法批捕。

通报说， 审计署2012年审计发现5所大学7名教授弄
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2500多万元的问题，
其中涉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等人承担的由农业部牵
头组织实施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有关课
题， 浙江大学教授陈英旭承担的由环境保护部牵头组织
实施的“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有关课题等。

今年中央首轮
巡视整改情况公布
中国农业大学李宁院士被依法批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