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维和直升机分队装备通过核查

将在苏丹达尔富尔遂行任务
据新华社苏丹达尔富尔10月18日电 当地时间10月17

日，中国首批维和直升机分队收到了来自联合国非盟驻苏丹
达尔富尔特派团（联非达团）关于4架直升机全面通过核查的
正式通知，这意味着分队将在任务区全面遂行任务。

航空装备核查是联合国对出兵国政府所提供的航空
装备能否完成维和任务而进行的全面综合性评估。这次航
空装备核查工作主要包括直升机性能状态是否符合任务
区要求，部附件寿命及质量控制系统是否处于良好，航材、
耗材、特种车辆及配件是否齐全且有充足备份等。

在近60天时间里， 从基本标识喷涂到安全设备安装，
从作业程序重置到空乘人员培训，分队官兵面对无经验借
鉴、无保障依托、无充足材料等困难，主动作为、就地取材、
边学边改，克服了一项又一项复杂难题。

中国首批维和直升机分队以陆军第81集团军某陆航
旅为主组建， 共140人， 配备4架米—171中型多用途直升
机，主要担负空中巡逻、维和部队运输、人员搜救后送、空
运后勤补给以及其它支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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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1日给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首届
硕士毕业生回信。 全文如下：

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首届硕士毕业
生：

你们好！ 来信收悉。 得知你们圆满
完成学业、 成为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
首届毕业生， 而且学有所思、 学有所
获， 我感到十分高兴。

你们在信中表示， 促进公平、 包
容、 可持续发展是大家的共同心愿。 这
正是中国倡导建立南南学院的初衷。 南

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 应对挑
战的伟大事业。 中国将发挥好南南学院
的平台作用， 推动开展南南合作， 促进
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走上发展繁荣之
路。

作为首届毕业生， 你们满载荣耀，
使命光荣。 希望你们坚持学习、 学以
致用， 行远升高、 积厚成器， 努力探
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成为各自国家改革发展的领导者。 希
望你们珍惜同各位老师、 同学、 朋友
在中国结下的情谊， 书写你们国家同

中国友好合作新篇章， 成为全球南南
合作的践行者。

请代我向你们的家人问好， 欢迎有
机会再回中国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2017年10月11日
2015年9月， 习近平在出席联合国

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时宣布， 中国将设
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 2016年4月，
南南学院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 学院旨
在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培养高端人才， 搭
建发展中国家沟通交流平台， 推动南南

合作为世界共同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南南学院首期项目2016年9月开学，

共录取来自27个亚非拉欧发展中国家的
48名政府官员、 议员、 金融从业者和学
者作为硕士、 博士学员。 2017年7月6
日， 南南学院首届26名硕士毕业生在毕
业典礼现场朗读致习近平感谢信， 感谢
中国政府给予他们提升知识水平、 学习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机会， 表示他们
在南南学院学习到了清晰理念和丰富管
理知识。 相信南南学院将助力学员们成
为各自国家改革发展的成功领导者。

中国8月继续增持345亿美元美国国债

再成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7日电 美国财政部17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8月份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是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增持345亿美元美国国债，为连续

第七个月增持。 当月， 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增加至
1.2005万亿美元。今年6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水平超过日
本，再度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当月， 日本减持114亿美元美国国债， 持有规模降至
1.1017万亿美元。截至今年8月底，中日两国持有的美国国债
占外国主要债权人持有的三分之一以上。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中国
经济和金融形势稳定向好， 为外汇储备规模连续稳步回升
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华盛顿
表示， 中国经济上半年增速达6.9%， 今年全年有望实现
6.5%左右的增长目标。

研究发现

月球地下有
50公里长洞穴

据新华社东京10月18日电 日本宇
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18日发布消息说，
通过分析月球探测卫星“月亮女神”的观
测数据， 研究人员发现在月球地下存在
一个长达50公里如巨大隧道般的洞穴。

这家机构说，日本探月卫星“月亮女
神” 于2009年拍摄到月球的马里乌斯丘
陵坑洞地区存在一个直径约50米、 深约
50米的纵向洞孔。 研究人员日前分析了
一组最新数据， 这些数据来自“月亮女
神”搭载的用于探测地下的雷达。分析发
现， 在这个纵孔下存在一个向西延伸约
50公里的巨大地下洞穴， 这一洞穴内部
高数十米，宽数百米。

研究人员分析，这条“隧道”很可能是
过去月球火山活动中，熔岩流留下的巨大
洞穴，即“熔岩隧道”，而纵向洞孔则是“隧
道” 上方部分塌陷形成的。“月亮女神”探
测器一共发现了3个这样的纵向孔洞。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认为，发
现月球地下洞穴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价
值，也具有实用意义，地下洞穴温度相对稳
定，能免于陨石袭击，受辐射影响也较小，
将来或许可以作为人类登月基地使用。

� � �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王亮）
今晚进行的2017赛季亚冠半决赛东亚
区次回合比赛中， 上海上港队客场以0
比1不敌浦和红钻队，从而以总比分1比
2无缘亚冠决赛。

首回合双方1比1战平，次回合上港
队至少取得进球才能保住晋级希望。但
浦和红钻队本赛季在主场的表现非常
出色，尤其是5个亚冠主场全部取胜，本

场比赛他们也成功压制住了上港队。
全场唯一的进球发生在第11分钟，

柏木阳介左侧角球传到禁区，席尔瓦插
上头球破门。余下的时间上港队全力进
攻，但质量不尽人意，始终没能破门。浦
和红钻队却多次利用防守反击制造威
胁，并将1比0的比分保持到最后。

赛后， 上港队主教练博阿斯表示：
“我们有很多控球， 但真正的得分机会

并不多，未能进入决赛很遗憾。我们还
有足协杯的决赛，我们的夺冠梦想还活
着。” 上港队外援胡尔克表示：“首回合
比赛我们理应取胜却没能拿下，这让我
们本场比赛非常被动，这是没能晋级的
最大原因。”

尽管上港队未能进入亚冠决赛，但
4强的成绩也创造了他们在亚冠联赛的
最佳战绩。

� � �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王亮）
近日， 2017“大地之野同城约战” 南
山十里天池足球精英邀请赛在长沙落
幕， 麓能电力队以7比2击败九月青年
队， 获得总决赛冠军。

强硬防守， 是麓能电力队获胜的
关键。 全场比赛， 九月青年队有多达
42脚射门， 但麓能电力队稳固防守，
力保球门不失， 守门员周念更是贡献

数十次精彩扑救。 麓能电力领队肖堃
表示： “半决赛后我们没有离开球场，
而是留下来观看了九月青年与黑猫警
长队的比赛， 研究了九月青年队的打
法和特点。 今天取胜是全队精心
准备奋力拼搏的结果。”

南山十里天池足球精英邀请
赛为七人制足球赛事， 共有24支
球队参赛。 本次赛事由长沙市人

民政府主办， 长沙市体育局、 长沙市体
育产业管理开发中心、 长沙南山天池房
地产有限公司协办， 是2017年长沙市
第六届全民健身节的赛事活动之一。

特步“热炼工场”21日来到长沙

街头运动
邀你来“炼”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 （记者 王亮）
10月21日至22日，特步“热炼工场”街头
运动主题活动将在长沙举行。 活动将运
动与街头文化结合，设有滑板、足球和篮
球3大街头运动项目。

本次活动将在长沙黄兴路步行街广
场举行，期间将举行亚洲滑板精英赛、街
头足球笼虎斗和路人王篮球赛等， 还为
广大群众设置诸多趣味体验项目， 不管
是专业大咖，还是运动小白，均可参与到
现场的“热炼”中来。

3大活动中， 亚洲滑板精英赛将邀
请来自中国、 越南、 乌克兰等地的顶级
选手参加， 有着“湖南滑板教父” 之称
的Woll� Phan也会参与其中。 街头足球
笼虎斗为3对3足球挑战赛， 比赛设成人
组和儿童组， 景冈山、 高峰、 阿尔法等
中国明星足球队成员也将来到现场， 与
成人组、 儿童组冠军队交流互动。 路人
王篮球赛则邀请唐日辉、 方良超等14位
路人王明星球员参与。

下期奖池：4284527224.27（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84 6 1 8
排列 5 17284 6 1 8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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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22 03 12 18 29 34 03+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1

10000000 30000000

60000006000000

美国财政部再次认定
中国未操纵汇率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7日电 美国财政部17日公布半
年度汇率政策报告，认为中国没有操纵汇率以获取不公平
贸易优势。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财政部第二次
作出上述认定。

当天美国财政部发布了针对主要贸易对象的《国际经
济和汇率政策报告》， 认为主要贸易伙伴均未操纵货币汇
率，但将中国、日本、德国、韩国、瑞士5个国家列入汇率政
策监测名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机构的
研究也都显示，中国过去两年并未“操纵汇率”，对中国“操
纵汇率”的相关指控并不成立。

最新报告中统计，截至今年9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
值4.4%。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有助于减少中美贸易顺差。

习近平给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首届硕士毕业生回信

成为全球南南合作践行者

� � � � 10月17日， 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 国内首台ZH-65型蒸汽发生器在位于广州南沙的东方电气 （广州） 重型机器
有限公司吊装出厂并装船运往福建。 这标志着中国第三代核电设备自主设计制造能力已经成熟， 中国核电装备制造技术和水平
跻身世界领先行列。 新华社发

上海上港无缘亚冠决赛
次回合0比1不敌浦和红钻

南山十里天池足球邀请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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