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荨 （上接1版②）
目前，长溪坪村共流转土地2300亩，形成了

双季稻和“单季稻+油菜”两大生产基地。村民们
也有了新的身份：可当“地主”，在土地流转后，由
村里集中出租给大户，每年收取租金；可当股东，
以土地租金收益加入农机合作社， 按股分红；可
当大户，认租土地耕种，获取生产收益。

伴随着旋耕机的轰鸣声，贫困户彭小明坐不
住了。他盘算着：“田都帮我们犁好了，插田有插
秧机，收割有收割机，种20来亩田也不累，按每亩
赚500元算，一年下来也能赚万把块钱呢。”他赶
紧与村里签订协议，认租土地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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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2017年全
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
奖单位和个人受到隆重表彰。我们谨向获奖
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工人阶级
和广大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

置身21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大进程，还是追求
人生梦想的小目标， 都要靠辛勤劳动创
造，靠奋斗精神引领。劳动模范是广大劳
动者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以高度的主人翁
责任感、卓越的劳动创造、忘我的拼搏奉
献，淬炼出“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
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精

神， 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始终崇尚劳动，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
力军作用，追梦的脚步才格外坚实。

受到表彰的劳动模范们，有的默默奉献
甘当一颗螺钉， 有的精益求精成为大国工
匠，有的不畏艰险坚守救灾一线，有的攻坚
克难勇攀科技高峰，他们以骄人的工作业绩
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我们实
现人生价值、 干出一番事业立起了精神标
杆。岗位可以平凡，但业绩不能平庸。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就是要脚踏实地、兢兢业
业、追求卓越。只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
一行，每个人都能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
的业绩，为自己的人生进步增光添彩，为党

和人民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

个人都为美好梦想而奋斗， 才能汇聚起实
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把人生理想融入国
家和民族的事业中， 既是成长成才的根本
途径，也是成就事业的必然选择。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在改革发展的时代洪流中
抓住机遇、明确目标，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在
劳动中实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找
到自己的价值支点、成长路径，以厚重的奋
斗底色成就光彩人生。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离不开对劳
模的尊崇关心， 对广大劳动者权益的有力
维护。只要综合运用法治、经济、宣传等多
种方式体现对劳动模范和广大劳动者的尊

重和保护， 就能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以辛勤
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价值理念，营
造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
大的良好氛围，让劳动创造助力梦想腾飞。

梦想的力量总能创造新的传奇 。不
久前， 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与空
间实验室天宫二号成功交会对接， 总共
有超过10万名工程人员参与了这项宏大
工程。他们把梦想的天际线拓展至太空，
再次彰显劳动创造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价
值。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用辛
勤汗水书写精彩人生、成就伟大梦想。

（据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弘扬劳动精神 激发梦想力量
———写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

新华社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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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12 6 8 6
排列 5 17112 6 8 6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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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48 07 09 13 15 19 03+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4

4
下期奖池：3661625450.23（元）

8580522 34322088

205932525148313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7年 4月 29日

第 2017112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97 1040 5168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52 173 164696

6 9 5

� � � � 据新华社联合国4月28日电 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
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半岛核问题部长级公开会， 代表
中方做了发言。

王毅表示， 朝鲜半岛局势近来持续紧张升级， 引发国
际社会普遍关注忧虑。 希望各方能就更加严格执行安理会
涉朝决议， 更加加大劝和促谈力度， 使半岛核问题重回谈
判解决轨道形成共识。

王毅说， 不管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在半岛核问题上都
始终坚持两个基本方向： 第一是坚持无核化既定目标。 中
方坚决反对朝鲜研发和拥有核武器， 坚定执行安理会各项
涉朝决议。 第二是坚持对话谈判的解决道路。

王毅指出， 我们呼吁各方， 尤其是半岛问题直接当事方，
也就是朝鲜和美国展现对话诚意， 重启对话进程。 当务之急，
一是尽快使半岛局势降温， 避免采取相互刺激、 导致误判的
言行。 朝鲜应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不得继续推进核导开
发， 同时美韩等方面也应避免继续实施甚至扩大针对朝鲜的
军事演习和军力部署。 二是全面理解和完整执行安理会涉朝
决议， 落实制裁是执行决议， 推动复谈也是执行决议。

王毅：

使半岛核问题
重回谈判解决轨道

� � � � 4月29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自主研
制的AG600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
在珠海进行了首次地面滑行试验，取得成功，为
接下来的首飞奠定了基础。 新华社发

AG600水陆两栖飞机
首次滑行成功

全运会“双首金”诞生
群众组湖南35人完赛，曾文波获第7名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蔡矜宜）今天上午，第十三
届全运会的首枚竞技项目金牌和首枚群众项目金牌在天津
诞生。

本届全运会第一个比赛项目马拉松赛， 今天在天津鸣
枪开跑。河北选手王佳丽在女子专业组一马当先，以2小时
33分36秒成功摘下本届全运会首金。男子专业组中，云南名
将董国建32公里后开始领先，以2小时18分45秒问鼎冠军。
来自山东的大众选手运艳桥、唐辉分别赢得群众组男、女冠
军，我省跑步达人、娄底小伙曾文波获得群众组男子第7名。

设置群众项目、 允许普通群众参赛是本届全运会最大
的特色和创新。群众组马拉松赛，是本届全运会19个群众比
赛项目之一，共有4128人参加，参赛单位覆盖全国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最终，来自山东的运艳桥以2小时32分45秒
的成绩获得男子冠军， 这是全运会历史上的首枚群众项目
金牌。同样来自山东的体育教师唐辉以2小时55分的成绩成
为唯一跑进3小时的大众女选手。

我省共有35名草根选手参赛，全部完赛，其中曾文波以
2小时39分的成绩收获第7名。“今天的天气比较热， 地面温
度一度达到35摄氏度左右。今天取得的成绩，我还是比较满
意。”当晚，已踏上回程火车的曾文波在电话里向记者表示，
能够代表湖南参加全运会， 也算是自己草根运动生涯的一
座里程碑。“作为一名业余爱好者， 能够参加全运会感觉很
不一样！我中途跑到36公里的时候脚抽筋了，差点放弃，但
一想到自己代表的是湖南队，就坚定地撑到了最后。”

特步跑步俱乐部
落地橘子洲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蔡矜宜）长马、德马……近
年来家门口的马拉松热一浪接一浪， 今天长沙跑友的福利
来了！29日上午， 长沙橘子洲特步跑步俱乐部正式运行，跑
友们可到这里获得科学跑步的“正确打开方式”。

特步跑步俱乐部是一个集“赛事、社交、装备、服务”为
一体的专业一站式跑步服务基地， 为跑者提供系统性训练
营课程、跑者自我保护培训、步态分析、足型测试、赛事一站
式报名等一系列特色升级O2O服务， 成为长沙市路跑协会
路跑服务基地。

校园足球精英赛长沙开幕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通讯员 贺平 记者 王亮）第二

届“红卫杯” 校园足球精英邀请赛28日在长沙红卫小学开
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4支球队参与角逐。

本次比赛省内球队来自长沙、株洲、湘潭以及衡阳等市
州，省外球队分别来自广东、湖北以及江西省。14支球队按
照年龄分为甲、乙两组，于4月29日至5月1日在红卫小学角
逐各组别冠军。

红卫小学校长杨建辉介绍，“举办‘红卫杯’校园足球精
英邀请赛， 旨在给喜爱足球的孩子提供一个快乐踢球的平
台，助力校园足球的发展。”本届“红卫杯”由长沙市教育局、
长沙市体育局主办，红卫小学承办，来玩BALL独家运营。

荨荨 （紧接1版①）衡阳市政府相关领导
告诉记者， 南岳要围绕旅游来谋划项目，
加快“申遗”步伐，挖掘文化内涵，保护古
镇历史风貌，加大全区控规力度，进一步
改善旅游设施、创造新型业态、丰富旅游
产品、加强营销推广，真正发挥龙头作用。

中心城区要重点抓好“三江六岸”、
雨母山、酃湖等片区建设，着力恢复“衡
州古八景”，推动石鼓书院、东洲岛、回雁
峰打捆创建5A级景区，把雨母山打造成
城市的“绿肺”。

同时，大力发展县市旅游，支持各
县市创建4A级以上景区，建设一批“看
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旅游
名镇名村，衡南、衡阳、衡山、耒阳等地要
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打造粤港澳、长
株潭和衡阳市民休闲的“后花园”。

据统计，去年，衡阳市共接待国内
外游客5812.3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388.66亿元， 比上年分别增长
15.17%、26.39%， 旅游经济总量和增
幅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项目推进新跨越
衡阳境内山川秀丽，并坐拥五岳独

秀的南岳衡山，放之四海都难以复制。如
何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变成旅游产业
发展优势？衡阳市委、市政府通过整合旅
游资源、开发旅游项目、提升服务质量、
打造旅游品牌，推动衡阳由旅游资源大

市向旅游产业强市跨越。
“当好旅游龙头，建好千古名山。”

南岳人举全区之力，集全区之智、全区
之财，大力实施“二次创业”，保护好生
态旅游资源， 全面修缮和提质景区景
点。 城区和景区旅游标识标牌全面更
新， 基本完成数字化景区建设， 对城
区、景区主要路段、重要景点实现了电
子监控。 并依托全省文化旅游特色县
域经济重点区的政策优势，深入挖掘、
有效整合当地旅游资源， 着力推介名
人故居游、湖湘文化游、红色游、生态
游、抗战文化游等特色线路，力争5年
内创建为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舞活龙头带龙身。衡阳市各地大打
项目牌，以项目促旅游、促发展。不断创
新融资体制，积极探索设立衡阳市产业
投资基金和旅游投融资公司，为全市旅
游项目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去年，全市共
有23个旅游重点项目被列为现代服务
业重点项目，总投资336.8亿元。汇景衡
南·莱茵水畔运动文化养生度假小镇、南
岳天子山火文化公园、衡阳丽波国际酒
店、常宁砚池山公园、南岳南城区旅游度
假城等重点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

引客入衡拓市场
衡阳市委、市政府领导认为，在信

息化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作为“眼
球经济”和“形象产业” 的旅游业，要想

增强竞争力和吸引力，必须主动出击，打
好名山、名人、名城牌。通过大策划、大活
动、大营销来打响衡阳旅游品牌。

近年来， 衡阳市成功举办了衡阳县
油菜花节、“绿色蒸湘花漫雨母” 市民徒
步大会暨蒸湘区美丽乡村生态旅游活
动、中国·衡山乡村生态旅游节等10余个
节会活动， 进一步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业
态，做大做强节庆旅游品牌。据统计，系
列节会期间，共接待游客300多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8.4亿元，带动全市餐饮、
住宿、购物等实现总收入4.05亿元。

到小泉水库钓鱼， 去新塘镇品土
菜，登雨母山观花海……如今，在衡阳，
周末和节假日乡村游渐成时尚。

衡阳市还立足当地旅游资源，全面提
质升级乡村生态旅游，在促进农村产业结
构调整、旅游与各项产业融合、以乡村旅
游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加快了步伐。

“发展旅游业必须解放思想，更新
观念，强化全域、融合、创意、生态4大
理念。”衡阳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力
争到2020年，全市旅游接待总人数达
1.1亿人次， 旅游总收入突破1000亿
元，旅游业直接就业人员达20万人，创
建一批名县、名村，新增一批国家5A
级、4A级景区， 努力把衡阳建成历史
文化展示地、美丽湖南精品区、全域旅
游示范市、生态宜居幸福城。

雁到衡阳不南飞， 客至雁城不思
归。衡阳热情欢迎海内外游客“揽胜雁城
衡阳，祈福南岳衡山”。

客至雁城不思归

� � � � 近日， 特朗普公布税改方案，
大幅削减企业所得税，从35%降至
15%； 个人税税率将从7档减少至3
档，分别是10%、25%和35%。方案公
布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特朗普这位个性鲜明的总统，
上台后不走寻常路。 废除奥巴马医
改方案、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颁布
“禁穆令”……一系列举动向世人宣
示他的勃勃雄心。然而，这些政策的
相继搁浅，又使他充满挫折感，以至
他感叹总统“不好当”。

此次选择在执政百日前夕，公
布美国逾30年来最大的减税方案，
其初衷是美好的：通过大幅降低企
业税， 吸引美国企业扎根本土，刺
激实体经济增长， 增加就业岗位；
通过降低个人税费， 笼络人心，为
他的“百日新政”加分，获取民意支

持。
然而，大幅的减税计划，需要

有强大的财政支撑。不顾实际的盲
目减税，最终难以为继。美国前总
统里根曾推出减税方案，但为了国
家税收平衡，后来又不得不多次提
高税率。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减税
方案， 不仅没能大幅刺激经济增
长，反而导致国家陷入财政危机。

特朗普税改方案缺乏提高财政
收入的措施，或使美国财政赤字进一
步增加，再陷财政危机。据多家机构
估计，如此税改一旦实施，将使美国
政府未来10年财政减收2万亿至6万
亿美元。大幅减税，却没有增收措施
的特朗普，又拿什么去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实现美国的再次伟大。

特朗普虽然想要完成共和党前
任总统未尽的减税事业， 但在骨感
的现实面前， 他的税改恐将成为美
丽的泡沫。

“不断进化”

如果评选特朗普百日执政的重大新闻，
对内，废除奥巴马医改失败、移民入境限制
令两遭司法冻结、成功提名保守派大法官进
入最高法院、修建美墨边境墙因费用问题搁
浅、提出大规模减税方案；对外，中美两国元
首海湖庄园成功会晤、 向叙利亚发射导弹、
高调发力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对重启美俄
关系态度由热转凉、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TPP）和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都应名列前茅。

在内政外交各领域，特朗普接二连三投
掷“深水炸弹”，四下溅起水花，但修正和妥
协也如影随形。与卷入“电话门”的前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迅速切割，以及对重启
美俄关系的热情迅速降温，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他遭遇的政治阻力。

经济上， 尽管和墨西哥与加拿大都发生龃
龉，但特朗普没有宣布退出北美自贸区。市场预
期， 特朗普政府今后采取重大贸易保护主义行
动、发起大型贸易战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特朗普上任不久便公开表示，他在白宫
椭圆形办公室所从事的，“是全世界最困难
的工作之一”。从医改到朝鲜半岛核问题，他
都发出“没有想到”的感叹。用外界的话说，
他经历着“陡峭的学习曲线”，而用他自己的
话说，他“正在不断进化”。

评议两极化

1月20日， 特朗普在欢呼和抗议声中宣
誓就任总统，而现在欢呼者仍然欢呼，抗议
者继续抗议。作为“美国历史上从没出现过
的总统”， 特朗普被普遍认为是“搅局者”
———在全面地搅动着美国。

日前，白宫网站已专辟网页列出特朗普执
政百日成就清单，宣布特朗普取得“历史性成
功”，而批评特朗普的媒体则这样反讽：“白宫称
特朗普取得历史性成功，但历史不同意。”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佩雷斯形容特
朗普百日执政“极度失败”；《洛杉矶时报》认
为他“几无建树”；《政治》网站则叹息美国政
治伦理衰落成为“新常态”。

特朗普上台时是美国民调史上民望最低的
当选总统， 他继续成为执政百日之际支持率最
低（综合民调结果为42.1%）、不支持率最高（综合

民调结果为52.3%）的总统不足为奇。

仍处“颠簸期”

到目前为止， 特朗普时代尚未成形，尤
其欠缺清晰连贯的对外政策，但特朗普时代
的一些特征已初见端倪。

理念上，保守主义大规模回归；政策上，
不讲求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色彩强烈；在内
政上，就任以来遭遇的挫折风波，使他渐渐
与右翼白人民粹主义拉开距离； 经济上，依
靠“高盛帮”、 企业家和亿万富翁组成的团
队，显现亲华尔街、亲市场和重商主义色彩；
外交上，特朗普渐渐表现得“更为接近一名
传统的共和党总统”， 但在重视军事外交的
同时，避免陷入海外军事行动泥潭，更愿意
把军事行动作为威慑“大棒”。

瞻望前路，特朗普短期内不再有时间窗口
的压力，却也无从回避内政外交一系列复杂挑
战，执政地位还可能因利益冲突、纳税单乃至弹
劾风险等受到削弱。他将如何“搞定” 这些挑
战， 他的执政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 对世界来
说， 仍然需要耐心等待时间揭示答案。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9日电）

特朗普时代初露端倪执政百日
� � � �4月29日，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满100天。百日来，特朗普执政之路颠簸磕绊，
饱受争议。而瞻望前路，在可预见的未来，特朗普政府仍将处在颠簸期，充满波折或将是一种常态。

特朗普税改恐成美丽泡沫
肖丽娟

� � � � 4月 28
日，在美国华
盛顿白宫，美
国总统特朗
普（前）发表
讲话。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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