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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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47 3 3 1
排列 5 17147 3 3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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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063 18 21 22 24 29 05+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1

2
下期奖池：3561778733.98（元）

6287758 69165338

75453083772654

� � � �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2日电 当地
时间6月2日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布鲁塞尔公爵夫人谷国宾馆同比利时首
相米歇尔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 中比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日益得到加强。 中方愿同比方巩固互信，深
化重点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密切在国
际地区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推动中比全方
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李克强指出，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
势下， 中比双方都应致力于维护公平自
由的全球贸易投资体系，扩大相互开放，
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挑战。

李克强强调， 比利时是欧盟总部所在
地，也是欧盟重要成员。一个良好的中比关
系有助于中欧关系发展。中方认为，在国际
关系中，守规矩、讲规则、重承诺至关重要。

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在内的有关国际规
则必须得到遵守。欧盟应当履行《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义务。希望比
利时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履约，为中欧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米歇尔表示， 比中关系取得长足进
展，合作不断结出硕果。比方愿同中方巩
固互信，深化经贸投资、科技、创新、基础
设施、农业、旅游等领域合作。比方高度
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为世界
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比方认为国际规
则应得到遵守，作出的承诺应予以兑现，
愿为欧盟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议定书》第15条义务发挥积极作用。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2日电 当地
时间6月2日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布鲁塞尔宫会见比利时国王菲利普。
李克强指出，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的进程中蕴含着巨大市场机遇。 欢迎
更多比利时企业到中国投资兴业， 更好
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菲利普表示， 比方乐见中国的发展
给地区乃至世界带来机遇， 愿同中方深
化合作，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共同
应对全球性挑战。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2日电 当地
时间6月2日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布
鲁塞尔与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共同参观吉
利沃尔沃汽车创新成果展。

企业负责人向两国总理介绍了沃尔
沃与吉利汽车联合研发的最新产品及其
优势功能， 李克强赞许这一多方协同创
新、实现成果转化的联合研发生产模式，

希望双方充分发挥在人才、资金、技术、
市场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加强联合创新，
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更好实现共赢。

在现场，李克强和米歇尔兴致勃勃地
坐进吉利最新研发自主品牌汽车的驾驶
舱，亲身感受车辆配置和舒适度。李克强
详细询问发动机设计技术、能耗、材料以
及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强个性化设计
和柔性化生产，推出更多适应消费者个性
化需求的新产品。

结束参观前，李克强表示，中国正在
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积极推进新
一轮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我们鼓励中
国企业在开放与合作中提高技术水平，
锤炼工匠精神，升级中国制造，也欢迎更
多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在优势互补、
互利合作中共同发展和进步。

李克强同比利时首相举行会谈

推动中比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 � � �美国白宫1日发布一段指责《巴黎协定》的
视频后，法国外交部2日罕见地发布一部相似的
短片， 像老师给学生改作业那样一一反驳美方
说法。

白宫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说，“《巴黎协定》对
美国人来说是一笔坏交易”，附上的视频称，这一
旨在应对气候变化、 有将近200个缔约方的国际
协定“破坏”美国的竞争力和就业，是前任总统贝
拉克·奥巴马“谈判糟糕”的结果，“成果寥寥”。

法国外交部则在“推特”上回应道：“我们看
到白宫关于《巴黎协定》 的视频。 我们不认
同———所以我们进行了修改。”这条“推文”附上
的短片与白宫的版本格式相同， 包括背景、字
体、图像和配乐，但对美方的说法进行了“红笔
批改”。

例如，法方视频指出，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
公司和科技巨擘微软公司等美国大企业“不认
同”《巴黎协定》将“破坏”美国就业，并援引美国
知名高校麻省理工学院的结论呼吁遏制温室气
体排放。

法方“推文”还用了“推特”热门话题标签“让
地球再次伟大”。 这个标签针对的是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常用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

法国总统马克龙1日发布一则英法双语视
频，批评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他还邀请为特
朗普的决定感到沮丧的美国科学家、 商人和公
民来法国， 一同致力于化解气候危机，“他们会
觉得法国是第二故乡”。

前纽约市长、 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2
日访问巴黎， 与马克龙会晤并在爱丽舍宫举行
联合新闻发布会。布隆伯格表示，他发起的美国
城市、 州和企业联盟将与法方合作， 共同维护
《巴黎协定》。“美国政府或许已经退出这份协
议，但美国人民依旧坚持承诺，我们将达到我们
的目标。” （新华社微特稿)

《巴黎协定》很坏？

法国给白宫“改作业”

� � �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王亮）湖
南省第一届“启蒙杯”快乐体操邀请赛
今天在芒果多乐岛蹦床公园拉开帷幕，
来自长沙、株洲、衡阳以及远道而来的
佛山李宁体操学校等18支代表队参加。

说起体操，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李小
鹏、杨威等奥运冠军，此外还有“练体操
太苦”“练体操不长个”等印象。事实上，
体操是一项能够提高身体综合能力的

大众运动项目，在美国、德国等国家普
及率非常高。“快乐体操”理念是国家体
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并推广，
旨在推广体操运动， 助力全民健身。据
介绍，“快乐体操”强调趣味性，不但能
增强孩子体质也有助于开发孩子智力。

本次比赛由湖南省体操运动管理
中心、湖南省体操协会主办，分为幼儿
组与少儿组两个组别。

“完美杯”省媒体
足球邀请赛打响

� � � �湖南日报6月3日讯 （记者 王亮）
今天，2017年湖南省首届U11、U10青
少年足球联赛在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
开踢， 来自省内的8所小学男足代表
队，8所小学女足代表队将在未来20
天展开角逐。

本次赛事有来自长沙、 株洲、湘
潭、常德、益阳、郴州、娄底、衡阳等8个
市州的16支足球队参加，设男、女两个
组别，队伍均为8支。比赛采取单循环
排位赛制，16支队伍将在6月3日至6
月24日期间的每个周末， 在湖南省体
育运动学校足球场比拼脚法。

湖南省女足青训中心教练吴婷告
诉记者，“我灌输给球员的理念是爱上
足球、享受足球。我相信在校园足球、
足球试点城市等工程的带动下， 湖南
足球一定会越来越好。”

省U11、U10青少年足球精英联赛
由湖南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 湖南
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主办， 湖南省
体育运动学校、 湖南省青少年足球训
练中心承办， 是我省首次举办省级
U11、U10足球联赛， 旨在进一步推动
青少年校园足球运动发展， 加强各市
州青少年校园足球交流。

我省首次举办U11、U10省级足球联赛

体操是快乐的
省首届“启蒙杯”快乐体操邀请赛吸引18支队伍参加

� � �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结束了对德国的正式访问。德
国媒体和中德两国政商界人士认为，此次访问使中德在经贸领
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必将推动中德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访问中， 中德双方同意共同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继续推进双向开放，支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维护经济
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 双方欢迎各自企业赴对方国家投资，
支持尽早缔结中欧投资协定和开启中欧自由贸易合作。

两国还表示，中德将密切配合，推动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
取得成功，共同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作出贡献。

对于中德明确支持自由贸易，德国媒体反响热烈。《新德意
志报》发表文章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之际，
德国和中国成为自由贸易先行者，两国总理都强调了双边贸易
和全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经商处公使衔参赞王卫东表示，两国领
导人在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促进经济全球化等问题上发出共同
声音，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了“正能量”，具有“风向标”
和“稳定器”的重要意义。

打造双边关系新引擎

访问期间，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中德论坛———共塑创新”并
发表演讲。

双方决定继续落实好2014年制定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
和2016年发表的《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声明》，以“共塑创
新”为引领，深化在智能制造、航空、新能源汽车、绿色发展、青
年创新创业、未来交通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国制造2025》
与德国“工业4.0”对接，为两国合作打造新动能。

德国《每日镜报》发文说，德中两国计划加强科技合作，这
是“有活力的计划”。文章指出，中国领导人表示要推动大中小
企业融通创新，重塑创新合作的“生态圈”。

强有力的创新伙伴关系， 为中德务实合作装上了大功率
“引擎”。王卫东说，中德深化务实合作，全方位、宽领域、高水平
的特点更加鲜明，合作形式越来越丰富，利益融合越来越深厚。

开拓经贸合作新方向

访问期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而中德两国总理向
国际社会传达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立场。两国在节能环
保领域签署多项合作文件，涵盖安徽江淮汽车与大众汽车合资
合作等项目。

在两国总理见证下签约的江淮汽车董事长安进说，节能减
排是世界潮流，也是全球汽车工业要解决的问题。本次访问期
间，中德双方达成多项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协议，无论对两国
汽车工业转型升级还是对排放问题，都有突破性作用。

同样参加签约仪式的德国欧绿保集团董事长史伟浩说，中
国政府已将环境和气候保护作为政策的重要目标，这一具有远
见的决策为两国合作创造了新契机。 两国通过发展环保技术，
可以在汽车制造业以外建立另一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合作领域，
将两国技术、理念和优势全面结合。

除节能环保合作外，中德经贸合作还面临更多新的增长机
遇。访问期间，中德两国还表示将共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支
持两国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并将依托中欧班列带来的物
流便利促进两国电子商务合作发展，让中德经贸合作搭上“互
联网经济”快车。

王卫东说，第三方合作将成为中德合作新趋势，两国将结
合各自优势，合力拓展第三方市场，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惠及
第三方。 （据新华社柏林6月3日电）

李克强总理访德
经贸成果丰硕

� � � �据新华社马尼拉6月3日电 中国驻菲律
宾大使馆3日证实，1名中国大陆居民和4名中
国台湾居民在2日发生的菲律宾酒店遇袭事
件中不幸遇难。

2日凌晨，“马尼拉云顶世界”酒店遭遇袭
击， 涉案枪手开枪射击并使用汽油点燃酒桌
造成火灾，导致至少38人死亡、54人受伤。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对我公民不幸遇难表
示深切哀悼， 并将为死者家属来菲和处理后事
提供尽可能的协助。 大使馆同时提醒当地中国
公民注意安全，勿前往事发地和人群密集场所。

5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菲律宾酒店遇袭事件

� � � �湖南日报6月3日讯 （通讯员 李
晓）今晚，第五届“完美杯”湖南省媒
体足球邀请赛在沙湾公园百尚足球
场开幕，本次活动也是长沙市第六届
全民健身节系列活动之一，吸引了来
自全省媒体以及受邀企业、行业的24
支球队参与。

省媒体足球邀请赛主打娱乐足
球、 全民健身的理念， 经过前4届的
组织与打造， 已成为长沙市全民健
身节的“招牌” 赛事之一， 同时也
是一年一度的湖南媒体圈体育嘉年
华， 去年赛事吸引了16支参赛队伍，
78场比赛的视频直播累积收视超过
150万人次。 今年的参赛队伍增至
24支， 除了芒果TV、 华声在线等12
支媒体球队， 还邀请了长沙新奥、
裕天国际、 妙手仁心等12支企业、
行业球队参赛。 小组赛的循环擂台
赛， 复赛的混合组队以及每场比赛
队员现场解说等新颖的环节设置，
增强了比赛的趣味性和参与感。

本次比赛由长沙市人民政府、
湖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 长沙
市体育局、华声在线、湖南省体育记
者协会承办， 米联对赛事进行全程
视频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