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世界围棋巅峰对决9月举行

柯洁朴廷桓决战凤凰古城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周倜 通讯员 罗莎）

2017“第八届世界围棋巅峰对决赛”新闻发布会昨日在
中国棋院召开。9月22日，赛事将在凤凰古城拉开帷幕，对
战双方已确定为中国棋手柯洁九段对阵韩国棋手朴廷桓
九段，两位棋手均是当前中韩双方排名第一的国手。

创办于2003年的“世界围棋巅峰对决”是中国棋
院和天下凤凰共同打造的世界围棋顶尖赛事， 受邀
对决的棋手必须夺得过近年世界七大赛事冠军。

2017年8月3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肖丽娟 周倜时事·体育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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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唐
兰荣） 近日在英国伦敦举办的2017年温布尔登少年
网球锦标赛14岁组女单决赛中， 衡阳市珠晖区实验
小学网球基地选送的运动员黄姿仪斩获冠军。 黄姿
仪在珠晖区实验小学就读时， 被选送至省网球专业
队。去年，黄姿仪和队友在全国青少年网球团体锦标
赛中获得第五名，并获评国家一级运动员。

衡阳运动员黄姿仪
获国际少年网球赛冠军

� � �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王亮）记者今天从
省体育局了解到，2017“潇湘100”崀山国际越野赛
将于10月13日至15日在新宁崀山景区开跑， 届时
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余名越野跑选手参与角
逐。

这是新宁崀山首次举行超百公里顶级越野赛
事， 也是全球首个穿越世界遗产丹霞地貌的百公里
越野赛事。 赛事设112km组、55km个人组、55km团
队组、30km�组和7公里体验组（含持杖越野行走）。
比赛在崀山景区内举行，线路途经八角寨、辣椒峰、
骆驼峰、紫霞峒、天生桥等自然景区，赛道原始、风景
优美、爬升大是本次比赛的特色。

“潇湘100” 越野系列挑战赛是由湖南省体育
局、湖南省旅发委联合主办，御峰体育运营执行的国
内顶尖的专业越野系列赛事。

� �山国际越野赛10月开跑
全球首个穿越丹霞地貌的百公里越野赛
世界各地1000余名选手参与

良

�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东西部扶
贫协作经验交流会8月29日在京召开。 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
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 一年来， 各有关
地区和各部门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
署， 团结进取， 扎实开展东西部扶贫协
作， 在项目资金支持、 人才技术支撑、 产
业发展合作等方面不断加大工作力度， 取
得了积极成效， 应予充分肯定。 当前， 推
进脱贫攻坚正处于关键时期， 帮扶双方要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切实做好新形
势下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重要讲话精
神， 总结经验， 再接再厉， 继续以深度贫

困地区为重点， 进一步创新完善协作模
式， 加强精准帮扶， 切实提高脱贫工作实
效， 努力在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上
取得更大进展， 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共
同参与， 持续不懈打好脱贫攻坚战， 带动
更多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贫、 走上致富
路，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 国
务院副总理、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
长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 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李克强总
理的重要批示要求， 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
迫感， 紧紧围绕精准脱贫， 发挥制度优

势， 坚持互利共赢， 创新帮扶举措， 不断
提高东西部扶贫协作水平。

汪洋充分肯定东西部扶贫协作取得的进
展和成效。他强调，新时期东西部扶贫协作参
与主体多、帮扶链条长、协作范围广、目标要求
高，协作双方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协作力度，
切实提高帮扶质量，把带动了多少贫困人口脱
贫作为检验协作成效的重要标准。要坚持扶贫
初心， 紧紧围绕脱贫目标谋划安排扶贫协作，
进一步增强帮扶工作对贫困群众脱贫的促进
作用。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解决好“五
个一批”的短板领域和薄弱环节，协作资源和
力量进一步向贫困乡村基层倾斜。要立足东西

部地区各自优势，进一步拓宽协作领域，增强
协作深度，探索协作创新，实现东部拓展产业
发展空间和西部加快脱贫步伐的“双赢”。要突
出协作重点，资金、项目、人员等向深度贫困地
区倾斜，更加注重产业带动、劳务对接和人才
支持。要强化考核监督，脱贫攻坚期内每年对
协作双方工作情况进行考核，树立求真务实导
向，提高扶贫协作实效性。

� � � �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周倜 ）
2017湖南（秋季）百公里启动仪式今天在
长沙曙光798体验馆举行。10月21日早上
7点，12000余名徒步爱好者将从长沙出
发，在2天时间里穿越长株潭三城。

作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知名徒步活
动，湖南百公里已连续举办十年，参加活动
人数已突破12万余人，活动每年举办春、秋
两届，分别在4月和10月举行。本次百公里
设半百与全百，预计招募12000人，选手将
从长沙洋湖湿地公园出发， 沿湘江大堤一

路南行，在湘潭工程学院进行首日休整，22
日继续前行，直至终点株洲体育中心。

据悉，本次活动将以“爱阅读，爱行
走”为主题，倡导“在运动中感受快乐，在
阅读里开阔眼界”的健康生活方式，参与
者在挑战自我的同时，更可欣赏沿途宜人
风景，感受湖湘文化之美。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体育局、共青团湖
南省委、湖南日报社为指导单位，新湖南、
三湘都市报、华声在线主办，湖南华声在
线户外运动有限公司承办。

李克强对东西部扶贫协作经验交流会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带动更多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贫

� � � �金秋9月，在金砖国家机制即将开启
第二个十年之际， 金砖国家领导人将聚
首厦门，共话合作经验，深化伙伴关系，擘
画发展愿景。

金砖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有规模。金砖五国跨越四大洲、面积占世

界领土面积约三成、 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四
成。 自2013年以来，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
间，与区域内国家和组织举行对话会，逐步探
索和拓展“金砖＋”合作模式。更多国家、更大
规模，金砖合作汇流成海，迸发澎湃动力。

有潜力。中国商务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 金砖国家过去10
年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从12%上升
到23%，贸易总额比重从11%上升到16%，
对外投资比重从7%上升到12%， 对世界
经济增长率贡献超过50%。目前，金砖国
家已建立多领域60多项合作机制。

有意愿。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
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加强金砖各国间及
金砖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 坚持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8月初举行的金砖国家
经贸部长会议发表声明重申， 所有金砖
国家要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巴西智库瓦加斯基金会中巴研究中
心主任埃万德多·卡瓦略说， 在当前危机
冲突频发的大背景下， 金砖精神越发不
可或缺，能够团结大家，并指引前进方向。

金砖合作， 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
创新探索。

10年时间，“金砖国家” 就从一个投

资概念，发展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社科院拉丁美
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认为，金砖机制堪称
新型国际关系的一大创举。

金砖合作是一个创新，超越了政治和
军事结盟的老套路，建立了结伴不结盟的
新关系； 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老思
维，走出了相互尊重、共同进步的新道路；
超越了你输我赢、 赢者通吃的老观念，实
践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理念。

金砖合作，是世界秩序变革的加速器。
当今世界，旧的格局问题重重，新的

格局正在形成。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力量整体上升，世界秩序进入深刻
调整期。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金
砖国家日益成为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
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推动国际秩序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10年来，在中国的推动下，金砖国家
建立了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排、工商
理事会、智库理事会等合作机制。澳大利
亚思环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托马斯
说，金砖国家可以通过金砖平台和新成立
的机构参与国际金融投资，以及在国际事
务决策和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

以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为契机，
金砖合作将开启又一个十年，中国作为主
席国也将为金砖增光添彩，相信金砖国家
将携手建设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乘风破
浪，扬帆驶向更光明的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金砖合作激荡世界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29日， 由中
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牵头编写的《金砖国
家综合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7）》黄皮
书在京发布。报告显示，金砖国家对世界科
技创新的贡献率逐渐提高， 国际影响力与
日俱增，已经成为所在地区的标杆和“领头
羊”，引领周边国家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

研究报告显示， 金砖国家年研发投入
约占全球的17%，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近

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8%；科技期刊论文
发表量达59万篇，约占全球的27%。

根据最新发布的数据，报告编写组还对
金砖国家综合创新竞争力进行了研究。结果
显示，2016年金砖国家综合创新竞争力排名
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南非、巴西和印度。
2001至2016年， 金砖国家综合创新竞争力
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中国和俄罗斯增速较
快，印度增速居中，巴西和南非增速趋缓。

《金砖国家综合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7）》黄皮书发布

金砖国家对世界科技创新贡献率提高

� � � �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9
日表示， 印方越界人员和设备已全部撤回边界印方
一侧，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

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表示，为了守边
需要和改善当地军民生产生活条件， 中方长期以来
在洞朗地区进行包括道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我
们将综合考虑天气等各方面因素， 根据实际情况做
好有关建设规划。”她说。

外交部：

中国边防部队继续
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

金秋穿越长株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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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扶
贫办主任刘永富29日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
2013年至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
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年均减少1391万人。

“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成效不仅创造了我国扶贫史上
的最好成绩， 而且使中国的减贫事业继续在全球保持领
先地位，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刘永富说。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
部长肖捷29日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作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今年1至6月份，全
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1392.9亿元， 增长28.8%； 支出
24672.9亿元，增长23.8%。截至6月底，社保基金累计结
余73586.6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受国务院委托， 国家
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29日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作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扎实推进。

何立峰介绍，去库存效果显现,7月末全国商品房
待售面积同比减少11%。补短板力度加大,前7个月生
态环保、教育、水利、交通、卫生投资分别增长45.9%、
20%、16.9%、15.3%和12.5%。

●年中全国社保基金累计结余7.36万亿元
●今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

四年年均减贫1391万人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透露

�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9日
通报， 一些报刊出版单位所办新媒体屡屡出现虚假新
闻、“标题党”和“三俗”等问题，扰乱新闻传播秩序，损害
新闻媒体权威性和公信力，为此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
下发通知，要求严格审核内容、规范新闻标题制作、加强
网络活动管理等。

通知要求，不得刊发未经核实的新闻报道，不得直
接使用、刊发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不得直接转载没有
新闻发布资质的网站等发布的新闻信息， 不得刊发淫
秽、赌博、暴力以及其他危害社会公德和违背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的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转载其他新闻单位
的新闻报道，不得对原稿进行实质性修改，不得歪曲篡
改标题和稿件原意，并应当注明原稿作者及出处。

通知要求，制作新闻标题应遵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使用的基本规范，遵守文题相符的基本要求，审慎使用
网络语言，不得使用不合逻辑、不合规范的网络语言，不
得使用“网曝”“网传”等不确定性词汇，确保新闻标题客
观、准确地表达新闻事实，传达正确的立场、观点、态度，
严防扭曲事实、虚假夸大、无中生有、迎合低级趣味的各
类“标题党”行为。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规范新媒体采编

抵制假新闻 严防“标题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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