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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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4 3 8 6 3 8 3 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6954160.1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195 9 4 6
排列 5 15195 9 4 6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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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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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21日应约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总体发展
良好，两国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务实合作
稳步推进，在重大国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
上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
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取得重要成果。应总统
先生邀请，我将于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我愿同你一道努力，通过访问增进两国人民
相互了解和友谊，扩大双方各领域合作。

奥巴马表示，美国人民和我本人正期待
着欢迎习近平主席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
访问。 双方正为这一重要访问认真准备。 今
后一段时间，美方将同中方积极协商，确保
访问取得丰富成果。

奥巴马表示，伊朗核问题谈判达成全
面协议，中方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 美方

感谢中方为达成这一历史性协议所作贡
献。 美方希望同中方继续协调合作、共同
努力，确保全面协议得到实施。 美中在伊
朗核问题上的合作表明，只要双方合作努
力，我们就能够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经济
发展、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

习近平强调，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
达成， 有力维护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为
国际社会提供了通过谈判解决重大争端

的有益经验，向世界发出了积极信号。 安
理会刚刚通过决议，核可全面协议，这标
志着全面协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
支持。 在伊朗核问题谈判过程中，中美双
方开展了密切沟通和协调，这是两国共同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又一重要体现。中方
将继续同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
建设性合作，确保全面协议和安理会决议
得到实施。

习近平同奥巴马通电话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在人民大
会堂同新西兰总督迈特帕里举行会谈。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新
关系发展，同意继续共同努力，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
断取得新进展。

习近平指出，中新同为亚太地区重要国家，在促进地区稳
定和发展方面拥有共同利益。中方愿同新方就地区合作机制和
经济一体化进程等加强沟通和协调，深化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
内合作。中方愿同包括新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一道努力，将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打造成一个互利共赢、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
投融资平台，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以
及国际社会一道，坚定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和以《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迈特帕里表示， 新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和亚太经合组织等
多边框架下推进三方合作，共同帮助南太平洋地区小岛屿国家。

习近平同新西兰总督举行会谈

据新华社上海7月21日电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与上海市
市长杨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简称金砖银行）行长卡马
特21日在此间共同启动了金砖银行，金砖银行正式开业。

楼继伟在随后举行的“新开发银行：从理念到现实”国
际研讨会上表示，金砖银行作为国际发展体系的新成员，与
现有多边开发机构是合作互补关系， 将与相关多边和双边
开发机构和私营部门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促进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复苏。

作为金砖银行第一任行长，卡马特表示，金砖银行管理
层目前正在各成员国的大力支持下， 围绕银行的启动运营
开展工作，包括设计组织架构、制定业务政策、开展项目准
备等。金砖银行预计2015年底或2016年初启动运营。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业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21日发布司法
解释， 增加对失信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内容与力
度，其中明确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
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刘贵祥在最高人民法院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这份《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的决定》明确将信用惩
戒的范围拓宽至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
消费，并规定对失信被执行人应当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同时
增加限制消费措施的内容与力度。

“决定中还加大了对单位被执行人及其相关责任人员
的限制力度。单位被执行人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明确禁
止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
员、 实际控制人四类责任人员实施高消费及有关消费行
为。”刘贵祥表示，该司法解释将从7月22日起实行。

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加强打击“拒执罪”
明确限制“老赖”坐高铁

日前，备受社会关注的《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已结束公开征求意
见，预计将有两万多亿资金“整装待发”进
入投资运营。养老保险基金是群众的养命
钱，实现安全高效的保值增值对每个人都
具重要意义。记者就公众关心的焦点问题
采访了相关部门和专家。

1�养老金投资就是 “炒股”？
比例须控制在30%以下

办法虽然给出了20多条养老金投资
路径，但是“股市”两字还是受到了格外的
关注，尤其是在近来股市波动较大的情况
下，公众最担心的莫过于养老金“炒股”的
安全问题。

上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马
力说，办法明确规定了投资股票、股票基
金、混合基金、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
合计不得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30%， 意味
着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股票类产品的比例
须控制在30%以下， 目的也是合理控制投
资风险。

由于办法出台时恰逢国内股市经历
大跌行情，不少公众担心此时养老金入市
是否是政府的托市救市之举。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市场
执行官高松凡说， 相对于股市数十万亿的
资金量，养老金6000亿左右的入市规模影
响不大。“养老金不是用来救市、托市的，它
没有救市的功能，也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2� �养老金入市会“收割散户”？
降低资本市场整体风险偏好

针对养老金入市， 还有不少人质疑
其是否会在股市中“收割散户”。高松凡
指出， 养老金的入市初衷既不是为了当
股市里的炮灰，也不是为了赚散户的钱。

高松凡说，在实际运营中，进入股市
的基金规模和时点不是由政府来直接操
作的，而是由授权受托的市场机构来具体

运作，而证券市场对投资有着严格的规定，
养老金投资绝不会成为“收割散户”的“资
本大鳄”。

新加坡国立大学金融学研究员文华
认为，养老金入市不仅将降低资本市场整
体风险偏好，而且投资风格和取向也将多
元化。上市公司不再仅仅迎合风险偏好型
投资者的诉求而一味地做高股价，也要加
强分红来迎合机构投资者的要求，这样长
线业绩就成为共同追求的目标，这是稳定
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对于广大散户而言

也是重大利好。

3�养老金投资还有哪些方向
限境内投资，主要包括三大类产品

除了股市以外， 养老金还有很多投资
渠道。马力说，养老保险基金是群众的养命
钱， 最主要的考虑就是保证基金的绝对安
全，不能让老百姓的养命钱出现重大风险。

办法明确养老金限于境内投资， 主要
包括三大类产品，即银行存款类产品、债券
类产品、股票和基金类产品。在各类产品投
资比例上，管理办法都有严格限制。总原则
是风险低的比例较高，风险高的比例较低。

“养老基金是保障基金， 不是理财基
金，更不是风投基金，对结余资金进行一定
的增值保值是必要的， 但无论投资什么一
定要坚持安全第一。”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
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认为。

对此， 办法明确受托机构按照养老基
金年度净收益的1%提取风险准备金， 余额
达到养老基金资产净值5%时可不再提取，
专项用于弥补养老基金理财发生的亏损。
理财管理机构从当期收取的管理费中，提
取20%作为风险准备金，专项用于弥补重大
理财损失。

“管理办法明确，人民银行、银监会、证
监会、 保监会等相关机构也将按照各自的
职责，发挥监管作用，对托管机构、投资管
理机构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管。”人社部新闻
发言人李忠说。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百姓养老钱将怎么投
———聚焦养老金入市三大焦点

“救命钱” 新华社发

麦迪靠经验拿下30分
必须承认，曾经的得分王已“廉颇老矣”，标志性

的干拔跳投也只有拔的形体，而没有跳的迅疾。但老
也有老的优势，那就是经验丰富，打球十分狡猾。

比赛中，麦迪基本没有突破，大部分都是低位
单打。他频频使用假动作，骗过福建队年轻球员。
凭着出色的命中率，他首节就得到10分，全场揽入
了30分，拿下此次中国行的最高得分。

这种务实的打法，让麦迪得以最大限度保存体
力，最终在场上待了36分钟，远超组委会之前承诺的
20分钟。麦迪如此卖力，当然得到球迷的鼎力支持，
每次他罚篮时，球迷都会送上“mvp”的助威声。

除了得分， 本场比赛麦迪的组织能力也得到
体现，多次助攻队友得分。

当然， 他们面对的福建队也是一支缺兵少将
的青年军，其王牌球员王哲林、赵泰隆都因在国家
队集训而不在帐下。

亚锦赛场馆感觉还不错
本场比赛，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看点就是民政

学院的新体育馆。
民政学院新体育馆于2014年下半年建成，能

容纳7000多人， 拥有一个NBA级别的大吊屏，是
我省目前容纳人数最多、 功能最强大的综合体育
馆。 本场比赛也是该场馆建成后首次迎来大型篮
球赛，算是亚锦赛前的一次练兵。

清晰的大吊屏使人有置身NBA球馆的错觉，
崭新充足的灯光也让球场观感一流。 现场5000多
名观众制造了足够的现场氛围， 尤其是当麦迪得
分时，山呼海啸的喊声充溢到球馆的每一个角落，
感染到每一名观众。

试想在9月份展开的亚锦赛中，当中国男篮亮相
时， 坐满的民政学院篮球馆一定会制造出更大的声
浪，带给人更刺激的感受。

不过，由于民政学院新体育馆位于校园内，道路
空间相对狭小， 因此球迷进出场都显得比较拥挤，亚
锦赛进行时，观众进场必须提前计算好时间。

7月21日晚，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男篮亚锦赛场馆）进行
的一场表演赛中，麦迪独得30分，率领球队以105比96战胜福建SBS———

麦迪“点燃”亚锦赛场馆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图为麦迪（持球者）在比赛中。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据新华社上海7月21日电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通知， 上海
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21日发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休市安排。 休市安排如下：9
月3日（星期四）至9月5日（星期六）休市，9月7日（星期一）起照常
开市。另外，9月6日（星期日）为周末休市。

沪深证券交易所发布抗战胜利纪念日休市安排

A股9月3日起休市4天

新华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