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大众跆拳道系列赛总决赛

湖南一队获
团体总分第一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记者 王亮）全
国大众跆拳道系列赛总决赛8月18日在深
圳落幕，湖南一队发挥出色，获得团体总
分第一名。

本次大赛有来自全国30个省市的52
支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设跆
拳道竞技、 品势、 跆拳舞和特技击破4大
项。省跆拳道运动协会从全省各市、州选
拔151名优秀选手，组成4队参赛。

品势比赛， 湖南选手收获3项团体季
军。竞技比赛，湖南小将再接再厉，拿下8
金8银8铜。竞争激烈的团体竞技，我省代
表队上演了领先40分的大胜。最终，湖南
跆协星瑞代表队一队以总分322分获得本
次全国总决赛的团体总分冠军。

省跆拳道运动协会副秘书长王卫华介
绍，从2015年开始，省跆协坚持“走出去、请
进来”，在会员考级、晋段，教练员和裁判员
及体育社会指导员资格考核、 技术培训以
及道馆的准入和评级上严格把关、 创新机
制，湖南大众跆拳道水平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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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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97 2 7 4 9 4 9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3702754.47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25 4 8 8
排列 5 17225 4 8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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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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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周旋、缠腿……将陪练“摔倒”在地
后， 浑身湿透的周倩与一旁的外教亚历
山大击掌， 之前一直不太顺的进攻方式
有了改善。“加油！” 另一片区域中，30多
名摔跤手正围坐在一起， 给场上队友助
威。主教练毛利民在场边忙着记录。

安静与闹腾。
这是8月19日上午湖南摔跤队出征

前最后一次集体教学比赛的情景。
4个月前全运会女子摔跤资格赛上，

湖南女跤在5个级别获得参赛资格， 再次
站稳了全国“第一集团”的位置。资格赛收
获的11张全运会入场券中，48公斤级、53
公斤级与75公斤级这3个湖南女跤“王牌”
项目占了8席，且都拥有“国字号”选手，48
公斤级选手雷纯、53公斤级庞倩玉、75公
斤级周倩，均为现役国家队队员。

湖南女跤阵容中，有80后的周倩、廖
蓉（八一队双积分队员），也有95后的庞
倩玉、黄媛媛，老队员经验丰富，小队员
初生牛犊。 但在省摔柔跆管理中心主任
罗器宇看来， 实力强并不是可以松懈的
理由。过去几个月，“忙里忙外”成了全队
备战最好的形容词。

资格赛后， 全队于5月初分两批陆续
抵达北京，与国家队以及其他省队一起训
练。包括教练、领队、队医等在内的6名工
作人员与所有参加全运会的摔跤姑娘
“扎” 在了奥体中心摔跤馆。“在北京的训
练让她们有了新的刺激和激情，回到长沙
便是时候上强度冲刺了。” 罗器宇告诉记

者，在北京“取经”3个月后，7月29日全队
回到长沙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赛前封闭训
练。这一个月内，每天两练，大运动训练，
调节放松，超量恢复，定期教学比赛……
“最后两周，上量与调整将有机结合，确保
万无一失。”罗器宇说。

本届全运会的资格赛前夕，我省引进
俄罗斯教练亚历山大执教一个月。7月，亚
历山大再次加盟，并带来两名陪练。“摔跤
是俄罗斯的强项，不同的摔法能给队员不
同的作战感觉。”罗器宇告诉记者，全运会
期间，亚历山大也有望随队去天津，与毛
利民教练联手作战。

作为目前湖南女跤领军人物的周

倩， 在7月9日落幕的国际摔联A级赛波
兰站夺得75公斤级铜牌， 但上届全运会
屈居亚军的经历， 让这位28岁的汨罗姑
娘对天津赛场有着更多的期待。 周倩告
诉记者，备战期间，改战术、提技术、抓细
节成为训练重点，防伤病、排压力、控体
重成为生活常态， 已是老将的她不容许
自己出现任何闪失。

“这一次要豁出去，削发明志，你看
我把头发都剪短了！”刚从场上下来的周
倩头发“凌乱”，身上的护具、胶带早已湿
透。今年也是她从事摔跤的第12个年头，
“12是个轮回，希望有个好成绩来纪念这
个节点。”周倩说。

� � � �第十三届全运会将于8月27日在天津开幕，其中摔跤比赛将于9月4日打响，湖南女子摔跤队
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大战将启，女跤很忙

� � � � 8月20日， 在2017赛季中超联赛第23轮比赛中， 广州富力队主场以1比1战平山东鲁能泰山队。 图为广州富力队球员
陈志钊（右） 在比赛中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 � � �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一个充满生机、成
就辉煌的法治中国。日前，由中央组织拍摄
的六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在中央电视
台及融媒体平台播出前两集《奉法者强》和
《大智立法》后，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全面依法治国
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依法治理是最可靠、 最稳定的治
理， 这是专题片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一句
话。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纪委组织和宣
传部部长黄莉彬说， 近年来党中央将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党内法规同频共
振，制定修订了一系列党内法规条例，进
一步严明了党规党纪， 为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
授王朋进认为，专题片中的大量案例，生
动说明了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坚实保障， 是国家长治久安
的必然路径。

以法治促发展
增强民众获得感

专题片指出， 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
施，让各项权利从制度走向了现实。许多
观众对此表示， 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显
著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也让崇法
尚法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浓厚。

“正如专题片中讲到的，地方立法正
在地方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专题片
中有关设区的市被赋予地方立法权的重

大变革， 让浙江省台州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李志坚打开了话匣子。

他介绍，依靠地方立法，台州群众反
映强烈的破旧车辆长期占用公共泊位、
建筑物门牌不清、 城市道路重复修挖等
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特别是新出台的台
州市城乡规划条例，在城市设计、城市公
共文化艺术、 特色风貌保护等方面体现
出鲜明的台州特色，受到群众普遍好评。

牢记职责使命
让法治中国建设走向深入
专题片关于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重

要性的阐述， 深深打动了湖北省人大常
委会法规工作室法规审批工作处处长郑
文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必须抓住提高立法质量的‘牛鼻子’。
作为一名立法工作者， 我要努力做好本
职工作，为法治中国建设添砖加瓦。 ”

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院长
丁仰豪表示，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他们将立足自身区位优势， 勇于改革创
新，打造过硬队伍，提升司法公信，让法
之所向成为民之所盼。

专题片中波澜壮阔的法治建设进程，
也让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青联主席
刘波心潮澎湃：“新的历史条件给广大法
律人提出了新的使命要求。 特别是我们青
年法治工作者，要牢记职责、以身作则，在
全社会弘扬对法治的信仰，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千秋伟业贡献力量。 ”展望未来，
他语气坚定。 （据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凝聚法治力量 夯实发展之基
———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
举办地遭炮击
至少4人死亡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8月20日电 记者从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消息人士处获悉， 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南部的
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举办地20日遭迫击炮弹袭击，造成至
少4人死亡、10人受伤。

该消息人士说，一枚迫击炮弹当天落入展览中心内，并
在一个展区入口处爆炸。救援人员表示，伤员已被送往大马
士革南郊的一家医院，其中多人受重伤。

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证实，有20多家中国企业参加了
此次博览会，目前没有中国公民在袭击中受伤的消息。

国务院安委办通报
山西“8·11”边坡滑坡事故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20日发布消息称，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近日通报了山西

“8·11”边坡滑坡事故。
8月11日， 晋能集团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吕鑫煤业

有限公司发生边坡滑坡事故，事故后该矿蓄意瞒报，目前已
初步确认8人死亡、1人失踪、1人受伤， 山西省政府组织公
安机关仍在进一步核实事故人数。

这起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 一是吕鑫煤业在边坡出
现裂隙、有塌滑征兆的情况下，未撤出人员和设备，继续开
采作业，导致边坡滑坡；二是吕鑫煤业生产活动层层转包、
以包代管，每个采区由包工头组织生产；三是晋能集团兼并
重组吕鑫煤业后，仅仅按煤炭产量收取了一定管理费用，没
有做到“真投入、真控股、真管理”；四是事故发生后，吕鑫煤
业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瞒报事故；五是和顺县政府相
关部门在接到事故举报信息后， 在未认真核查取证的情况
下，作出了没有人员伤亡的结论。

通报要求：一是依法从严从快查处事故，责成山西煤矿
安监局会同山西省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并
开展调查；二是严格落实兼并重组企业主体责任；三是切实
深化汛期煤矿各类灾害和隐患治理； 四是认真组织事故举
报核查工作。

国台办：

愿与国民党加强对话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中国国民党20日举行第二十
次代表大会并通过新政策纲领。 针对新政策纲领中涉及两
岸关系的内容，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当日应询表示，2005
年，国共两党达成两岸和平发展五项共同愿景，确立了双方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并在此基础
上加强两党交流互动，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两岸同
胞福祉，取得了丰硕成果。

安峰山表示，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复杂严峻，我们愿与
国民党在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反对“台
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保持沟通，加强对话，共同维护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