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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通讯员 杨
明华） 第十三届全运会桥牌项目选拔
赛第二场4月23日展开， 我省有4个市
州7个赛场8条线近300人参加选拔
赛， 其中长沙有4个赛场， 株洲1个赛
场2条线， 衡阳、 邵阳各1个赛场。

第十三届全运会增加了群众比赛
项目， 旨在让更多“草根选手” 和民
间高手也能在全运会赛场上展现风
采。 本届全运会共设立19个大项的群
众体育比赛项目， 既有马拉松等时尚
流行项目， 也有乒羽等拥有深厚群众
基础的传统项目， 还有桥牌等棋牌智
力体育项目， 覆盖多个年龄阶段、 各
类人群喜好。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4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确定进一步推进“多证合一”和
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 持续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 部署对大气
重污染成因和治理开展集中攻关， 以生
态改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决定在粮食
主产省开展提高农业大灾保险保障水平
试点，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会议指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创新
政府管理，加快实施“多证合一”、削减工
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 是贯彻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部署， 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 为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营
造更加便利宽松氛围， 促进提高劳动生
产率。会议决定，一是在去年以来已全面
实施工商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和
税务、社会保险、统计登记证“五证合一”
改革的基础上，全面推行“多证合一”，将
涉及市场主体登记、 备案等有关事项和
各类证照进一步整合到营业执照上。强
化中央和地方联动，加快修法修规、完善
配套政策，推动“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在
各地区、各行业加快互认和应用。二是进
一步梳理涉企证照事项。 对没有法律法
规依据、非按法定程序设定的一律取消；
对关系公共安全等需要继续保留的要实

行准入清单管理， 并完善和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 三是加大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业
务协同，实现相同信息“一次采集、一档
管理”，避免让企业重复登记、重复提交
材料。逐步使“一照一码”营业执照成为
企业走天下的唯一“身份证”。四是把设
立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等5项前
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至此，本届政
府已将全部22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
项中的87%改为后置审批或取消。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加大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力度，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为进一
步推动解决大气重污染的突出难点，打好

蓝天保卫战，会议确定，开展由环境保护部
牵头，科技、中科院、农业、工信、气象、卫
生、高校等多部门和单位协作的集中攻关，
汇聚跨部门科研资源，组织优秀科研团队，
聚焦重点、创新机制，形成业务统一平台，
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确定明确的路
线图和推进时间表，进行综合性大规模观
察和研究，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
大气重污染成因、重点行业和污染物排放
管控技术、居民健康防护等难题开展攻坚，
实现重大突破，推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减轻群众呼吸之忧，为全
国和其他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经
验和借鉴。

对大气重污染治理开展集中攻关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 � � � 据新华社大连4月26日电 我国第
二艘航空母舰下水仪式26日上午在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举行。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范
长龙出席仪式并致辞。

9时许， 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
始。按照国际惯例，剪彩后进行“掷瓶礼”。
随着一瓶香槟酒摔碎舰艏， 两舷喷射绚
丽彩带，周边船舶一起鸣响汽笛，全场响
起热烈掌声。 航空母舰在拖曳牵引下缓

缓移出船坞，停靠码头。
第二艘航空母舰由我国自行研制，

2013年11月开工，2015年3月开始坞内建
造。目前，航空母舰主船体完成建造，动力、
电力等主要系统设备安装到位。 出坞下水

是航空母舰建设的重大节点之一， 标志着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航空母舰取得重大阶
段性成果。下一步，该航空母舰将按计划进
行系统设备调试和舾装施工， 并全面开展
系泊试验。

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

� � � � 4月26日，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仪式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大连造船厂举行。图为航空母舰在拖曳牵引下缓缓移出船坞，停靠码头。

新华社发

全运会桥牌选拔赛
湖南第二场开赛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全面启动多种形
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

《意见》提出，医联体建设与发展要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和
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实际，以落实医疗机构功能定位、提升基层
服务能力、理顺双向转诊流程为重点，按照政府主导、统筹规
划，坚持公益、创新机制，资源下沉、提升能力，便民惠民、群众
受益等原则加以推进。2017年， 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
建设试点，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综合医
改试点省份每个地市以及分级诊疗试点城市至少建成一个有
明显成效的医联体。到2020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
面推进医联体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医联体政策体系。

《意见》提出，要根据本地区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实际情况，
逐步形成多种形式的医联体组织模式。 在城市主要组建医疗
集团，在县域主要组建医疗共同体，跨区域组建专科联盟，在
医疗资源不足的边远贫困地区大力发展远程医疗协作网。

《意见》要求，要完善医联体内部分工协作机制。建立组织
管理和协作制度，落实医疗机构功能定位，以需求为导向做实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完善医联体内双向转诊机制。同时，要促
进医联体内部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统筹人员调配、薪酬分
配、资源共享等，促进人力资源有序流动，实现诊疗信息互联
互通。

国办印发《意见》

全面启动多种形式
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

�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司念伟）25日， 瓦努阿图国家田
径队抵达岳阳， 开始了在湖南理工学院
为期5个月的集中训练。

瓦努阿图共和国位于南太平洋西部，
该国田径队此次来湘集训，旨在加强中外

文化交流和高校教育发展。参与中外体育
文化交流推广项目是湖南高校投身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扩大湖南对外体育文化
交流的重要举措。目前，湖南理工学院是
我省唯一授予参与该项援助计划的高校。

湖南理工学院体育学院院长周次保

表示， 将以最优质的师资、 高水平的管
理，做好本次集训工作，展现学校师生的
精神风貌，促进两国体育文化交流。

湖南国际体育文化交流分为对外体育
技术援助、竞技体育交流、社会体育交流、学
校体育交流、体育产业交流以及体育文化交
流。今年6月至10月，玻利维亚26名国家队皮
划艇、 赛艇运动员也将来到湖南理工学院，
开展为期5个月的水上运动集训。

� � �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6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就“萨德”部署问题向美韩当局表明严
正关切。

耿爽说，美韩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将破坏地区战略
平衡，进一步刺激半岛局势紧张，无助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
和地区和平稳定，与各方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努力背道而驰，
并严重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

他说， 中方强烈敦促美韩停止加剧地区形势紧张和损害
中方战略安全利益的行为，取消部署“萨德”系统，撤出相关设
备。中方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利益。

新华社首尔4月26日电 韩国国防部26日确认， “萨德”
反导系统部分装备当天在韩国庆尚北道星州郡部署。 据韩国
媒体报道， 驻韩美军26日凌晨向星州高尔夫球场运送“萨
德” 相关装备， 包括移动发射台、 雷达和发电机等。 这些装
备在向星州运送过程中， 当地居民及反“萨德” 和平人士与
警方发生冲突， 6人受伤并被送往附近医院。

中方就“萨德”部署问题向美韩表明严正关切

坚决采取必要措施
捍卫自身利益

� � � �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4月26日选举
刘家义为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选举龚正为山东省省长。

� � � �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4月26日补选
许勤为河北省人民政府省长。

（均据新华社4月26日电）

� � �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车俊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
同志不再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 � � � 日前， 中共中央决定： 石泰峰同志任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委员、 常委、 书记； 李建华同志不再担任宁夏回族自
治区党委书记、 常委、 委员职务， 另有任用。

新华简讯

瓦努阿图国家田径队来湘集训
湖南理工学院承担训练任务

� � � �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王亮）
今晚进行的2017亚冠小组赛第5轮比赛
中， 上海上港队在先失1球的情况下，主
场4比2逆转首尔FC队，从而以4胜1负的
战绩提前一轮晋级16强。

首尔FC队前4轮仅取得1胜3负的成
绩，本场比赛是其生死之战，因此破釜沉
舟，踢得格外积极。首尔FC队外援马奥
尼诺在第10分钟就取得进球，这给上港
队敲响了警钟， 但也吹响了上港队反攻

的号角。第25分钟、第30分钟、第43分
钟，胡尔克、张卫以及武磊分别进球，上
半场上港队就以3比1完成反超。 虽然下
半场首尔FC队在第70分钟追回1球，但
随着奥斯卡在第74分钟的破门， 上港队
最终4比2取胜。

目前亚冠小组赛5轮战罢，江苏苏宁
和上港队已经提前晋级， 广州恒大队仍
需在最后一轮至少拿到平局才能晋级。

4比2逆转首尔FC

上港队提前晋级亚冠16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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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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