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王亮）2016第三届海峡两
岸长沙慢速垒球邀请赛23日在贺龙体育场落幕，20支队伍
通过3天的比赛切磋球技，结识朋友。

本届赛事由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指导， 长沙市政府台
湾事务办公室、长沙市体育局主办，来自北京、湖南、广东、广
西、江苏、台湾等6个省市的20支球队参加。经过3天的角逐，东
莞联队和桂林宝岛康乐队分别获得活力组和快乐组冠军。

该赛事2014年首次举办时，只有6支球队参赛，到今年
已发展到20支球队。启乐大魔王队的冯宇告诉记者：“我们
是赛事元老球队，已连续参加了3届。随着更多的人参与到
这项运动中来，比赛也越来越精彩，非常享受。”

慢速垒球是棒垒球运动的项目之一，具有难度较低、上手
较快、男女老少均可参与等特点，近年来在国内发展迅速。目
前我省开展棒垒球项目的高校有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农
业大学等，开设棒球课的中学有湖南师大附中、雅礼中学等。
我省首个棒垒球发展基地启乐棒球贺龙基地于2015年成立，
目前已拥有5支青少年棒球队。

海峡两岸慢速垒球赛长沙落幕

责任编辑 孟姣燕 李特南 蔡矜宜

2016年10月25日 星期二16 时事·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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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北京时间24日，美国媒体爆料，易建
联团队在与湖人队沟通后， 最终决定离
队。距离NBA常规赛开打只有两天，易建
联与湖人队的“联姻”为什么戛然而止？

从签约到离开， 阿联与湖人这段
“闪婚、闪离”的联姻，最终未能逃过两
个月的“蜜月期”。

早在中国男篮还在征战里约奥运的
时候， 就有媒体曝出湖人有意签下易建
联。 虽然中国男篮在奥运上的表现可以

说惨不忍睹， 但阿联的表现还是十分抢
眼，在面对美国、澳大利亚等强队时都展
现了不错的竞技水平。 北京时间8月23
日，湖人官方宣布正式签下易建联。

然而，在很短暂的磨合期后就面临
季前赛这样的考验， 本就慢热的阿联，
明显未能展现出最佳状态———季前赛
中，阿联一共出场6次，场均上场10.7分
钟， 得到3分、2.7个篮板， 一共出手20
次，命中7球。挤掉阿联的罗宾逊季前赛
场均出场8分钟， 得到3.6分、3.6个篮
板，投篮命中率达到66.7%。

据悉， 湖人队将于美国时间24日
正式宣布易建联离队的决定。至于阿联
是继续留在NBA寻找机会， 还是重返
CBA？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虽然已错过
CBA本土球员注册截止日期（10月14
日）， 但如果易建联决定重返CBA，也
并非难事。

上赛季，郭艾伦因为代表中国男篮
出战2015年亚锦赛， 耽误了与辽宁队
的续约谈判。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宁队
向中国篮协申请希望其注册截止日期
延后，并获得同意。

浦发银行
“为爱开跑”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赵书生）23日， 由浦发银行长沙分
行主办的“为爱开跑”众筹公益跑活动在长
沙橘子洲举行。该行携手近500位跑步爱好
者，通过爱心传递，将为21名先天性斜视儿
童或白内障儿童免费提供手术治疗。

这也是浦发银行全国公益跑的分站
活动之一。 该行于2012年启动困难家庭
斜视儿童公益手术项目，2015年正式打
造“为爱开跑”公益活动。近4年来，浦发
银行已累计捐助500多名斜视儿童成功
接受矫正手术。

� � �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信访工作
责任制实施办法》，要求进一步落实各级党
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 工作人员信访工作
责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
推动信访问题及时就地解决， 依法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办法指出， 各级党政机关要将信访
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定期听取工作汇报、
分析信访形势、 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要
问题， 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保证信访工作

顺利开展；应当科学、民主决策，依法履
行职责，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导致信访
问题的矛盾和纠纷。

办法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应当阅批
群众来信和网上信访， 定期接待群众来
访，协调处理疑难复杂信访问题。各级党
政机关工作部门对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
内的信访事项， 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和程序，及时妥善处理。

办法明确，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在预
防和处理本地区信访问题中负有主体责

任， 应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信访风险
防控预警，针对具体问题明确责任归属，协
调督促有关责任部门和单位依法、及时、就
地解决，并加强对信访群众的疏导教育。

办法强调， 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将信
访工作纳入督查范围， 对本地区、 本部
门、 本系统信访工作开展和责任落实情
况，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专项督查，并
在适当范围内通报督查情况。 各级党政
机关应当以依法、及时、就地解决信访问
题为导向， 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考核评价

机制， 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标准和
指标体系，定期对本地区、本部门、本系
统信访工作情况进行考核。 各级组织人
事部门在干部考察工作中， 应当听取信
访部门意见， 了解掌握领导干部履行信
访工作职责情况。

根据办法， 各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
干部、 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未能正确履
行办法所列责任内容， 造成一定后果的
将被追责；如涉嫌违法犯罪，将按照国家
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阿联湖人“闪婚、闪离”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291 1 9 6
排列 5 16291 1 9 6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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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6125 06 07 08 28 30 01+0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下期奖池：3727254222.34（元）

10000000 10000000

00

中办国办出台办法

强化党政机关信访工作责任

� � � � 10月23日， 伊拉
克部队进入伊拉克摩
苏尔南部的村庄。

两 年 多 来 ， 在
“伊斯兰国” 控制下，
摩苏尔地区百姓生活
苦不堪言。 经过近半
年的准备， 伊拉克政
府军和库尔德武装从
北、 东、 南三个方向
对摩苏尔市发动攻势。
经过近一周的战斗，
收复了20多个村庄。

新华社发

伊军进入摩苏尔南部村庄

最高法发文
保障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记者24日从最高人民法院
获悉，最高法近日发布了《关于依法审理和执行民事商事案
件 保障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通知》，为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提供司法保障，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

据介绍，通知共八条，对涉民间投资民事商事案件审理
和执行的理念和原则进行了全面规范，要求坚持保护产权、
契约自由、平等保护、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诚实守信、程序
公正与实体公正相统一六大原则， 依法化解民间投资中的
各类矛盾。

同时，要坚持各类市场主体的诉讼地位平等、法律适用
平等、 法律责任平等， 为各种所有制经济提供平等司法保
障。 依法妥善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保护合法交易。

此外，通知要求依法妥善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加大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加大对各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惩治力度，
依法制裁各种形式的不正当行为， 依法制止占有市场支配
地位的垄断者滥用垄断地位。

依法妥善审理融资纠纷案件，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 依法支持民营企业多渠道融资，正确认定新型担保合
同的法律效力，依法保护民间金融创新，依法打击非法集
资犯罪。

被索马里海盗劫持4年半

获救中国船员
启程回国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24日在回应为何索马里海盗
劫持渔船事件经过4年半才得到解决时
说，确保人质安全是首要考量，使得解救
工作更加复杂、艰难。

“解救人质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但是不管多
难， 无论需要多少耐心， 中国政府都有决
心，尽最大可能，把我们的同胞接回家。 ”

9名遭索马里海盗劫持的中国船员
在安全获救后于24日自肯尼亚首都内罗
毕乘机启程回国， 另有一人留在内罗毕
接受治疗。

2012年3月， 阿曼籍台湾渔船“NA-
HAM3”遭索马里海盗劫持，船上有29名
船员，其中10名大陆同胞、2名台湾同胞，
还有来自菲律宾、印尼等国的17名船员。
其间，包括1名大陆同胞、1名台湾同胞在
内的3名船员不幸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