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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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63 9 0 7 8 6 9 3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3778348.5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46 9 4 2
排列 5 17146 9 4 2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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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方戏人才培养迎来春天
———专家解读新形势下加强戏曲教育工作的意见

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日前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戏曲
教育工作的意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意见提出着力支持基层戏曲院团
发展、加强地方戏人才培养，鼓励戏曲名家、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在有
条件的艺术院校成立大师工作室， 推动基层戏曲院团与地方戏人才培
养对接等内容，让业界倍感振奋，认为“地方戏人才培养迎来春天”。

意见在“总体要求”中提出，着力支持基层戏曲院团发展，加强地
方戏人才培养。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研究员张刚说，这是一
个重要的政策导向， 就是说我们的戏曲教育不仅要继续面向京剧、昆
曲等具有标志性、代表性的大剧种，还要面向基层、面向地方戏。

“我们以往的戏曲教育分类布局中，确实在地方戏这一块有忽
视、有缺失，投入普遍较小，人才断档严重。人才兴则剧种兴，只有不
断培养出地方戏的高质量后备人才， 才能保证地方戏繁荣发展，才
能满足群众多样化欣赏需求。”张刚说。

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巴图列举了一组数字：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诸
多剧种中纳入学校教育的剧种仅50多个， 纳入高等教育的剧种仅20
多个。我国现有两三百个剧种，如果都纳入正规的学校教育中来并不
现实。对此，意见提出优化戏曲专业结构布局和完善戏曲人才培养体
系的基本思路。巴图说：“相关部门统筹规划，戏曲院校结合基层戏曲
院团的需求，以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数据为基础，以世界级、国家
级非遗剧种为重点，坚持抢救和发展两条腿走路，一要提高地方戏进
入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数量， 二要重点保证主要戏曲剧种与
院校戏曲专业相对应，以优化全国戏曲专业结构布局。”

从戏曲启蒙教育到中专、大专（高职）、本科、研究生，这是戏曲
人才培养体系层层递进的环节。专家指出，按照意见要求，做精戏曲
本科、研究生教育，就是要重视表演人才特别是青年拔尖人才的培
养，要改革现有的普遍培养的教学体制，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
条件，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避免千人一面。

（据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我国将扎实推进
可燃冰产业化进程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我国海域天然
气水合物（可燃冰）试采成功后，公众最关
注的就是其产业化进程。国土资源部、中国
地质调查局有关负责人2日在此间表示，将
提供2-4个大型资源基地，同时推动产业政
策制定、企业勘探开发、采矿审批许可、矿
权登记工作，扎实推进可燃冰产业化进程。

� � � �湖南日报6月2日讯 （记者 王亮）
今天，中国篮协公布了2017年中国男
篮红蓝两队的赛事安排， 杜锋执教的
“蓝队” 将代表中国出战黎巴嫩亚洲
杯，李楠执教的“红队”将承担世界杯
预选赛第一阶段比赛任务。

由于中国是2019年世界杯的东
道主， 所以近两年中国男篮没有具
体的成绩任务。今年4月，中国篮协
确定了组建“红、蓝”两支中国男篮
的新政策， 旨在培养更多的年轻球

员。 今年的热身赛以及大赛，“红、
蓝”两队也是各有分工。

男篮红队由李楠率领，他们将在6
月13日、16日、18日， 与伊朗国家队进
行三场热身赛。不过主力球员，周琦和
丁彦雨航正在美国训练， 备战夏季联
赛。邹雨宸也赴美特训，准备参加NBA
选秀。6月29日至7月14日，红队将赴美
国进行海外拉练， 随后他们回国将参
加斯坦科维奇杯， 姚基金慈善赛以及
国际男篮邀请赛第二站， 在11月红队

将出战世界杯预选赛。
杜锋率领的蓝队， 首次亮相的

比赛是6月17日至21日在广州进行
的金砖国家赛，随后，他们将参加中
澳国际男篮对抗赛和国际男篮邀请
赛第一站的比赛。

8月8日至20日， 易建联和郭艾
伦领衔的蓝队， 还将参加2017男篮
亚洲杯，中国男篮在一分为二之后，
迎战伊朗、 韩国等强敌将有何种表
现,令人期待。

篮协公布国家队赛程

“红队”出战世预赛“蓝队”征战亚洲杯

孙怀山严重违纪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
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全国政协原常委、 港澳台侨委员会原主任孙
怀山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孙怀山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搞团团伙伙，对
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
接受公款宴请，安排有关单位公款接待家属
旅游；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利用
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其子的经营活动谋
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
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
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怀山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十八大代表
资格；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NBA总决赛首场较量

杜兰特助勇士大胜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1日电 杜兰特轰

下全场最高的38分， 率领金州勇士1日在
主场以113比91大胜克利夫兰骑士，在美
职篮总决赛首场较量中轻松取得胜利。

“我们比赛开始有点急于求成，错失
了一些上篮和空位投篮，但从第二节开始
我们就全神贯注了。”杜兰特赛后说。

此役骑士全场共出现20次失误，而勇
士全队只有4次。除了38分，杜兰特还贡献
了8个篮板和8次助攻。库里三分球11投6
中得到28分和10次助攻。格林得到9分和
11个篮板，克雷（汤普森）依旧困扰于季后
赛的冰冷手感，16投3中仅得6分。

骑士方面， 詹姆斯得到28分、15个篮
板和8次助攻， 欧文贡献24分， 乐福入账
15分和21个篮板的大号两双，但特里斯坦
（汤普森）只得到0分和4个篮板。

� � � � 6月2日，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的2017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双
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组合丁宁/刘诗雯以4比0战胜印度组合巴特拉/达
斯，晋级四强。图为丁宁（左）/刘诗雯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 � � � 6月2日，宝兰高铁正式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图为从宝鸡南站驶出的高速综合检测列车驶入兰州西站。宝鸡至
兰州高速铁路全长401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2012年10月开工建设，计划今年年内开通运营。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继日前财政部等部门发文禁止地方借
PPP、 政府投资基金等名义违规举债融资， 财政部2日晚间再度发
文剑指假借政府购买服务名义变相举债融资行为， 意味着中央层
面对当前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主要违法违规融资方式初步实现了监
管政策全覆盖。

这份名为 《财政部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
法违规融资的通知》， 重点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改革方向、 实施
范围、 预算管理、 信息公开等事项， 并严禁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
违法违规举债。 通知明确， 政府购买服务内容应当重点是有预算
安排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 严禁各地将建设工程作为政府购买服
务项目， 严禁将金融机构、 融资租赁公司等非金融机构提供的融
资行为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财政部：

严禁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
违法违规举债

� � � � 据新华社马尼拉6月2日电 据菲律宾
媒体援引马尼拉地区警方消息，2日凌晨遭
枪手袭击的酒店内发现36具尸体。 初步判
断，这些人或因酒店发生火灾后窒息身亡。

菲律宾国家警察总长德拉·罗沙当天
上午证实， 当日凌晨袭击“马尼拉云顶世
界” 酒店赌场的枪手在射击并用汽油点燃
赌场酒桌后自焚身亡。

菲律宾一酒店遭袭

� � � �新华社华盛顿6月2日电 美国司法部
1日晚向最高法院发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
以往判决， 重启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签署
的移民限制令。 司法部在当天向最高法院
提交的申请中说，5月25日判处移民限制令
不合法的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在其裁决中出
现了若干错误， 希望最高法院能够推翻上
诉法院的判决，重新启动移民限制令。

美司法部：

向最高法院申请
重启移民限制令

� � � �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2日电 当地
时间6月2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布鲁塞尔欧洲理事会总部同欧洲理事
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共
同主持第十九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
晤。

李克强表示，中方重视中欧关系，
支持欧盟国家走自主选择的一体化道
路，乐见一个团结、稳定、开放、繁荣的
欧洲。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不稳定
因素增多的背景下， 希望通过此次会
晤发出中欧关系保持稳定并且持续巩
固的积极信号， 我们要以中欧合作的

稳定性应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
李克强指出，近年来，中欧合作不断

取得新进展。 双方应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扩大双向开放， 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努力提升中欧贸易投资合作水平。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航空、信息和网络安全等领
域合作，推动中欧互联互通。拓展中小企
业、金融、海洋、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
办好今年“中国-欧盟蓝色年”。持续扩大
人文交流，以明年“中国-欧盟旅游年”为
契机，扩大人员往来便利化措施。中方愿
同欧方携手，推动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为
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经济合作、完善全球

经济治理作出新贡献。加强应对气候变化
合作，推动落实好《巴黎协定》。共同努力
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贡
献。加强反恐、防务安全合作。

李克强强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议定书》第15条是“日落条款”，各
方都应切实履约， 这既是履行应有的
国际义务，也是遵守国际规则，尊重基
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双方可通过双边
或多边渠道妥善解决贸易摩擦问题。

图斯克和容克表示， 当今世界正面
临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维护现行国际
体系符合欧中及世界的共同利益， 欧方

认为不能有选择性地维护国际贸易体
系。欧中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
变化、 伊核等重大国际事务中进行了良
好合作，双方在自由贸易、气候变化、安
全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有利于维护
世界和平稳定，促进繁荣发展。欧方高度
重视欧中加强经贸关系， 支持“一带一
路”倡议，愿继续深化互联互通合作，进
一步扩大双向投资。

会晤后， 双方领导人共同见证投
资、知识产权、海关、科技合作等领域
10余项合作文件的签署，并为“中欧蓝
色年”和“中欧旅游年”标识揭牌。

李克强出席第十九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以中欧合作的稳定性
应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