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网城俱赛长沙站举行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王亮）2017武网城市网球俱

乐部巡回赛首战比赛，14日在长沙谷山体育公园揭幕。 由此，
2017武网城俱赛全国16站比赛的角逐正式拉开大幕。

长沙是连续第4年举办武网城俱赛，本次比赛在湘江畔美
丽的谷山体育公园网球场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22支队伍参加
竞争，最终的冠军将参加全国总决赛。今年的武网城俱赛新设

“复活”环节，各站亚军还将展开混战，争夺另外4张总决赛“外
卡”。2017赛季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2日至30日在武汉光
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届时，总决赛24支精英俱乐部将与国际
球星“同场竞技”并观摩武网赛事。

据介绍，从5月到8月，今年的武网城俱赛将分别在长沙、
南昌等16个城市展开。从2014年全国8站比赛，到2017年全国
16站赛事，武网城俱赛见证了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成长，也助力
着中国网球的发展。 武汉网球公开赛赛事总监朱建斌表示，

“2017武网城俱赛是武汉网球公开赛重要的系列赛之一，旨
在为全国网球爱好者提供一个与专业赛事互动的桥梁， 推动
网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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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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5 2 4 5 1 9 4 4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1120517.79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27 7 3 9
排列 5 17127 7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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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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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4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
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是好邻居、好
朋友、好伙伴。 今年以来，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各领域
合作取得一批新成果。

习近平强调， 发展和深化中俄关系
是两国的战略选择。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
变化，我们都要全力把两国关系发展好、
维护好。双方要深化经贸、能源等传统领
域合作，落实好重点项目；同时，开拓科
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务实合作
提高水平，取得更多成果。我们要加强战
略协作， 共同促进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
长，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和平解决，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为世界和平稳定注
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2015年5月，中俄达成
了“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的战略共识， 得到联盟其他成员国积极
响应和支持。2年来，对接合作稳步开展，
进展显著。下阶段，中方愿同俄方共同推
动对接合作不断收获实际成果， 愿同欧
亚经济联盟深化务实合作， 推动对接项
目落地。 中俄要携手为上海合作组织自
身发展以及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
经济联盟对接创造良好条件。

普京首先祝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成功开幕， 称赞在当前国际形
势下中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举办此
次论坛非常及时， 有助于促进各国经济
交流合作。 普京表示， 俄方愿同中方一
道， 做好欧亚经济联盟同丝绸之路经济
带发展战略对接， 推进有关合作大项目
落实。 俄中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积极沟通
协调，相互支持，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稳定
因素。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
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哈

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习近平指出， 中方愿同哈方以建交

25周年为契机，弘扬睦邻友好精神，加强
战略协调，深化互利合作，携手推动中哈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 更深层
次、更广空间迈进。

习近平强调，我2013年访问哈萨克
斯坦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倡议， 现在已得到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
的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
应。 4年来，中哈两国围绕共建“一带一
路”积极合作，挖掘合作潜力，共建“一带
一路”已经进入深度融合、相互促进的新
阶段。 中方愿同哈方一起，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让更多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纳扎尔巴耶夫表示， 哈萨克斯坦坚
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对接“一带
一路”同“光明之路”发展战略，愿继续在
此框架下深化两国经贸、农业、矿业、铁
路、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
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印
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习近平指出，2013年10月我在印度
尼西亚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倡议。总统先生执政后，提出将
印度尼西亚建设成为“全球海洋支点”。
近年来，两国积极对接上述倡议和构想，
全面深化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双边关
系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打开了更加
广阔的合作空间。

习近平强调， 为推动两国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我们双方要
保持高层交往， 用好高级别对话和交流
机制，深化政治互信。中方愿本着平等互
利原则，推动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框
架内全方位合作。

佐科表示， 印尼高度评价“一带一
路”倡议和中方举办此次论坛，相信“一
带一路” 建设将为印尼同中国经济合作
带来更多机遇。

马克龙正式就任法国总统
据新华社巴黎5月14日电 法国当选总统埃马纽埃尔·马

克龙14日与卸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完成权力交接，正式就
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八位总统。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哈印尼3国总统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
作倡议于14日发布，这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重
要成果之一。根据倡议，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

这是记者在当日举行的“推动贸易畅通”平行主题会议上
获悉的。倡议指出，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不仅为外国产品进入中国，也为世界各国开展贸易，推
动全球贸易增长搭建国际化平台。 中国愿与感兴趣的国家和
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 与沿线国家加强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
合作，支持沿线国家加强经贸及投资人才能力建设。预计未来
5年，中国将从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口2万亿美元的商品。

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发布

中国2018年起举办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 � � �“政策沟通”“加快设施联通”“推动贸
易畅通”“促进资金融通”“增进民心相通”
“智库交流”———14日下午，“一带一路”高
峰论坛高级别会议举行六场平行主题会
议。与会代表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
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贡献，将推动全球发
展更具包容性、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为各国提供发展新机遇
在“增进民心相通” 平行主题会议

上， 来自巴基斯坦瓜达尔市的纳塞姆讲
述了“法曲尔小学”诞生的故事，打动了
在场的400多位与会者。

曾经，纳塞姆的家乡没有一所学校。
2016年8月， 由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出
资建设的小学顺利竣工， 目前已接收
340多名学生入学。而纳塞姆本人，则来
到中国的大学学习汉语， 学成后将回到
这所学校任教。

“你在别人干渴时给予的一碗水，将
换来天长地久的友谊。”纳塞姆引用巴基
斯坦谚语说。

“一带一路”建设事务由大家共同商
量，“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由大家共同建
设，“一带一路” 建设成果由大家共同分
享———这是“一带一路”倡议为人类社会
展现的美好愿景。

“由中国企业在马其顿承建的两条
高速公路将于今年和明年相继投入使
用，将把马其顿公路网的运力提高50%，
并带来很多新的就业机会。”马其顿副总
理兼外长尼科拉·波波斯基说。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共建“一
带一路” 倡议有利于促进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实施，把绿色技术和绿色投资
带到沿线国家，促进经济、社会、人文等深
入交流。“‘一带一路’ 能够促进成员国公
平公正的发展，为各国人民带来福祉。”

共建“一带一路”是公开透明的合作
倡议。美国总统特别助理、白宫国安会亚
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说，高质量的基础
设施发展有助于推动经济的互联互通，美
方愿利用自身在全球基础设施发展方面

的经验，参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建设。

为世界经济注入发展新动力
“摩尔多瓦对中国的出口近几年大

幅增长， 我们要向中国表示衷心的感
谢。”摩尔多瓦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奥克
塔维安·卡尔梅克说，“随着新倡议的达
成，我们会从中分享更多机遇。”

卡尔梅克说的新倡议是平行主题会
议上达成的一大丰硕成果。根据推进“一
带一路” 贸易畅通合作倡议， 中国将从
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未
来5年将从沿线国家进口2万亿美元的
商品， 中方对沿线的投资预计将达到
1500亿美元……

贸易历来是繁荣经济、 增进交流的
重要途径。 从2000多年前的丝绸之路，
到如今的“一带一路”倡议，各国通过商
品贸易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增进了文化
交流和文明互鉴。

如今，“一带一路” 中贸易的作用更
加凸显。2014年至2016年， 中国与沿线
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沿线国
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 沿线国家
的产品、服务、技术、资本，源源不断地进
入中国；“中国制造”“中国建设”“中国服

务”也受到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的欢迎。
商务部部长钟山说，当今世界，自由

贸易已将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利益
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推进“一带一
路”贸易畅通，需要弘扬丝路精神，拓展
合作思路，夯实合作基础。

“一带一路”，既通过经贸往来带给
百姓实惠， 也成为新形势下全球化发展
的重要引擎。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从未如
此发达的时代，无论是时间的，还是空间
的，‘一带一路’的出现恰逢其时。”世贸
组织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多说，数字和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缩小贫富差距、
改善人民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不少与会嘉宾看来，“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首先要民心相通。“民心之桥不
是一句空话， 要能促进未来的繁荣。”欧
洲进步研究基金会主席、 意大利前总理
马西莫·达莱马说，合作不仅在双方领导
人之间，也要从人民交往中汲取力量。

务实合作创新发展新路径
作为平行主题会议的成果之一，中国

财政部与多国财政部门签署了《“一带一
路”融资指导原则》，这是“一带一路”倡议

下首次就融资问题形成指导性文件。
“融资瓶颈是实现互联互通的突出

挑战，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支撑。”财政部部长肖捷说。

他建议，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
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实现各方资金共同
参与的良好格局； 加强与多边开发机构
的合作，利用其各自优势，灵活开展多边
融资；要坚持风险可控这一前提，鼓励创
新融资模式、渠道、工具与服务。

六场平行主题会议， 给各国代表打
造了充分交流经验、交换心得的平台，在
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的同时，对“一带一
路”提出了更多期许。

“正如习近平主席曾说的，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
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说，在未来的发展
中，要抛弃“绿色”与“繁荣”不能兼得的
旧思维，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一带一路’建设要侧重长期、可持
续的发展。 既要授人以鱼， 也要授人以
渔。”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贸发会议
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说，随着电子商务
的快速发展， 希望能加快建立网上丝绸
之路，并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遇。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新机遇 新动力 新路径
———来自“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平行主题会议的声音

� � � � 5月14日，
媒体记者在新
闻中心关注开
幕式现场。

新华社发

省直机关篮球赛21日开赛
规模人数超过历届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王亮）记者今天从省篮球协
会了解到，“新奥”杯第十一届湖南省直机关篮球赛将于5月21
日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开幕， 本届赛事共有74支队伍、
1600余名运动员参加。开幕式上，湖南勇胜男篮还将与美国
海浪明星队进行一场对抗赛。

省直机关篮球赛2007年创办，已连续举办10届，是我省
省直机关干部职工最喜爱的体育赛事之一， 也是我省业余篮
球界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赛事之一。今年参赛队伍、参赛人
数再次刷新历史，共有74支队伍、16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其中还包含3名省部级领导干部。

本届比赛5月21日开幕，6月12日闭幕， 将分别在长沙民
政职业技术学院、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长沙理工
大学、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长沙航空
职业技术学院、澧水公司、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以及湖南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等9个单位的体育馆进行。

记者还了解到，5月21日的开幕式上， 湖南勇胜男篮将与
美国海浪明星篮球队进行一场对抗赛。 本场中美男篮对抗赛
是2017年湖南勇胜国际篮球巡回邀请赛的第9站， 也是湖南
勇胜男篮经过休赛期人员更新后首次亮相长沙。 据了解，
2017赛季NBL(全国男子篮球联赛)将于6月3日展开。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