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户制钢所造假

美司法部介入调查
据新华社东京10月17日电 正处于篡改产品数据风暴

漩涡中的日本神户制钢所17日表示， 该公司的美国子公司
已被美国司法部介入调查。

神户制钢所17日发布声明说， 该公司的美国子公
司———神户钢铁美国公司16日收到了来自美国司法部的文
书， 要求他们提交销售给美国客户的不达标产品的相关材
料。

神户制钢所8日承认篡改部分铜、 铝产品的检验数据，
将未满足客户要求的产品充作合格产品供应给客户。 随着
调查的展开， 目前已确认存在篡改数据问题的产品共计13
种，约500家企业受牵连。

�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周倜）
记者今天从组委会获悉，“CBK强民杯”
王者会盟环球拳王争霸赛（中俄对抗
赛）登陆长沙，将于11月11日18时在长
沙医学院体育馆打响。

据悉， 本次长沙站比赛由中国队
迎战俄罗斯队， 双方将展开10场精

彩对决， 其中最有看点的当属中国
拳王“火麒麟” 徐琰对阵俄罗斯拳
王法哈特， 两国拳王将在
“双十一 ” 之夜“热血一
战”。

本次活动由深圳市王者
会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

湖南省青年体育协会、 长沙市望城区
体育总会协办。

“双十一”看中俄拳王对决

亚冠4强次回合比赛今日进行

上港“破釜沉舟”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王亮）

亚冠4强赛将在18日18时30分进行次回
合的角逐，中超独苗上海上港队将在客
场对阵日本球队浦和红钻队。随着中超
联赛争冠渺茫， 亚冠4强赛首回合1比1
被逼平，上港队处在破釜沉舟、必须取
胜的境地。

在亚冠8强赛中淘汰广州恒大队
后， 上海上港队代表中超冲击今年的
亚冠决赛。 4强赛首回合， 上港队占据
明显优势， 但最终被浦和红钻队以1比
1逼平， 让上港队的次回合较量面临比
较大的压力。

中超联赛中， 上港队已落后恒大
队6分之多， 在联赛仅剩3轮的局面下，
夺取冠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闯进亚
冠决赛， 甚至夺冠， 无疑是上港队目
前最大的目标。 因此18日的比赛， 上
港队一定会破釜沉舟、 孤注一掷， 争
取胜利和晋级。

� � � � 据新华社苏黎世10月16日电 国
际足联在16日公布了10月的世界排名
后， 俄罗斯世界杯定于12月1日分组抽
签的第一档次8支种子球队随之确认。

根据规则，这一期世界排名前7位的
球队以及东道主俄罗斯队， 将成为世界
杯决赛圈32强分组抽签的头号种子队。
分别是：俄罗斯队（世界排名第65位），以
及世界排名前7位的德国、巴西、葡萄牙、

阿根廷、比利时、波兰和法国队。
传统强队西班牙队排在法国队之

后，未能跻身头号种子队。智利队排在
世界第9位， 但却成为了排名最高的未
能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秘鲁队紧
随智利队之后， 首次排名世界前十，将
参加世预赛的附加赛，对阵新西兰队。

世界杯决赛圈的32支参赛队， 将在
分组抽签前，分成四个档次的球队，每个

档次8支球队，分别放在每一档的抽签容
器内。10月的世界排名是分档的参考依
据。在世预赛附加赛全部结束后，所有参
赛队的分档将随之确定。

未能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的中国男
足，在世预赛最后两场战胜了乌兹别克
斯坦和卡塔尔队，本期的世界排名上升
5位，升至第57位，并且在亚洲范围内上
升至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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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国家机关节约成绩单亮出

公车压减逾6成
接待支出降幅大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国家机关事务
管理局获悉， 中央和国家机关140个部门公车改革率先收
官，5年来共取消公务用车3868辆， 车辆压减率达61.8%；
2016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接待支出4.19亿元，较2012年大
幅下降，减少10.79亿元，降低72.03%。

为整治“车轮上的浪费”，公车改革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
公开拍卖取消车辆2046辆，共安置司勤人员2126人，上交国库
处置收入1.13亿元。各级党政机关打破旧的公务用车使用和管
理模式，建立新型公务出行保障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公车私
用、超编制超标准配车、公车经费支出居高不下等顽瘴痼疾。
目前，全国29个省区市公车改革基本完成。

此外，各地积极推进公务接待管理改革，整治“舌尖上
的浪费”。各地陆续出台了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积极向
社会购买住宿、用餐、用车等服务，普遍建立健全接待公函、
接待清单制度，规范接待流程。2016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
接待支出较2012年减少10.79亿元，天津、辽宁、福建等地公
务接待支出较2012年下降幅度均超过70%。2016年，中央本
级“三公”经费支出总额较2012年下降41.08%。

菲宣布马拉维市获解放
据新华社马尼拉10月17日电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17日

宣布，菲律宾南部城市马拉维已从恐怖分子手中获得解放。
杜特尔特当天到访马拉维市。 在对当地政府官员和军

队发表演说时， 他正式宣布，“马拉维市从恐怖分子手中获
得解放，同时马拉维市的重建工作立即开始”。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爱德华多·阿诺当天表示，目
前马拉维城中还有20至30名武装分子负隅顽抗， 被围困在
一块极小的区域内。目前马拉维市内仍有零星交火，但可以
视作一般性治安问题。

今年5月23日，菲律宾军警在棉兰老岛上的马拉维市同
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和“穆特组织” 武装分子发生武装冲
突，武装分子劫持居民作为人质，并一度占领马拉维市。

近5个月的交火造成上千人死亡， 其中包括847名武装
分子、163名军警及至少47名平民， 马拉维市及周边地区逾
46万居民逃离家园。

新华社记者

17日是我国第4个扶贫日，也是第25
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脱
贫攻坚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
务和标志性指标，纳入“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推进。

实现历史跨越
年均减贫1300万

“与前几轮扶贫相比，这次脱贫攻坚，
不仅减贫规模加大，而且改变了以往新标
准实施后减贫规模逐年大幅递减的趋
势。”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

五年来， 贫困人口规模大幅减少。
2012年至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贫
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
2017年减贫人数预计也在1000万人以
上，5年年均减贫1300多万人。国家确定
贫困县以来也首次实现总量减少。

五年来，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贫
困地区路、水、电、气、房等基础设施建
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
务，取得了长足进步。贫困地区自然村通

电接近全覆盖， 通电话比重达到98.2%，
道路硬化达到77.9%。

五年来， 农村脱贫致富能力得到提
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实施，不仅
让贫困群众享受到了扶贫政策的支持，
而且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 增强了发
展能力，激发了内生动力。

建立制度体系
夯实脱贫基础

为确保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
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务，中央
建立脱贫攻坚责任、政策、投入、动员、监
督、考核六大体系，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了制度保障。

———建立脱贫攻坚责任体系。根据“中
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管
理体制，出台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构
建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中西部
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
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

———建立脱贫攻坚政策体系。 各部
门出台200多个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
各地相继出台和完善“1＋N”的脱贫攻

坚系列文件，很多“老大难”问题都有了
针对性措施。

———建立脱贫攻坚投入体系。财政扶
贫资金大幅增加，2013年至2017年， 中央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2787亿元，平
均每年增长22.7%；省级财政扶贫资金累计
投入1825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6.9%。

———建立脱贫攻坚动员体系。 确定
10月17日为我国的扶贫日， 加大东西部
扶贫协作力度，实施“携手奔小康”行动。
加大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军队和武警部
队帮扶、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众团
体帮扶力度。

———建立脱贫攻坚监督体系。 中央
巡视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内容。 国务院
扶贫办设立12317扶贫监督举报电话，把
各方面的监督结果运用到考核评估和督
查巡查中。

———建立脱贫攻坚考核体系。中央出
台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
核办法，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

采取超常规举措
攻克“贫中之贫”

“深度贫困是当前脱贫攻坚短板中

的短板， 将采取超常规举措攻克深度贫
困。”刘永富说。

现在中央确定的深度贫困地区有西
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
云南怒江、甘肃临夏等“三区三州”，这些
地区致贫原因复杂，贫困程度很深。在未
来4年时间里，完成这些地区的脱贫任务
十分艰巨。

针对这些“贫中之贫”， 在剩下的4
年时间里， 国务院扶贫办具体将从以下
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是中央统筹， 重
点支持“三区三州”。 新增脱贫攻坚资
金、 新增脱贫攻坚项目、 新增脱贫攻坚
举措等重点支持深度贫困地区。 各省区
市统筹整合资源， 聚焦深度贫困， 集中
力量攻坚。 二是落实部门责任， 支持深
度贫困地区和解决深度贫困问题。 主要
解决因病致贫、 因残致贫、 兜底保障、
饮水安全、 住房安全等问题， 并加大教
育扶贫、 就业扶贫、 基础设施、 土地政
策等力度。 三是省负总责， 解决区域内
深度贫困问题。 包括落实脱贫攻坚责
任、 确定本省深度贫困地区、 做实做细
建档立卡、 加强驻村帮扶工作、 实施贫
困村提升工程。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122 1 5 0 0 6 0 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12496481.83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83 1 5 4
排列 5 17283 1 5 4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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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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历史跨越 攻克深度贫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

� � � � 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当地时间16
日上午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开始
对葡萄牙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这是戚继光舰正式访问的第一站。

新华社发

戚继光舰
访问葡萄牙

第一档次8支种子队确认俄罗斯世界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