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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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27 1 3 6 3 6 2 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2� 12880956.82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95 5 5 4
排列 5 17295 5 5 4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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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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边巴次仁 张宸

10月29日的玉麦， 阳光明媚。 这是
连日来难得的一个大晴天。

卓嘎、 央宗姐妹俩， 早早地换上节
日盛装， 在家里翘首以待。

前些天， 卓嘎、 央宗姐妹， 感念现
在的好日子，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
信。 令她们惊喜的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
百忙之中给她们回信了！

上午11时许， 西藏自治区领导来到
央宗家， 向姐妹俩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回信的内容。 此时， 央宗家不大的客厅
里已经挤满了人。

“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习总书记
到边远山区看望慰问群众， 就萌生了告
诉总书记我们生活很好的念头。 没想到
总书记真的给我们回信了。” 姐姐卓嘎
激动地说。

隶属西藏山南市隆子县的玉麦乡，
位于中印边境， 是我国人口最少的行政
乡， 全乡9户32人， 农牧民党员9名。

新华社记者多年来数次来到玉麦，

记录这里群众生活的变化。 每次来， 玉
麦都会展现发展和变化的新面貌。

1990年之前， 卓嘎、 央宗姐妹俩和
她们的父亲桑杰曲巴， 是这片土地上仅
有的百姓。

一栋房子， 既是乡政府， 也是他们
的家。

玉麦虽然雨水充沛， 但长不出一粒
青稞。 更让玉麦人无奈的是， 每年11月
起大雪封山， 直到来年6月， 这里都是
出不去进不来的“孤岛”。

为此， 年少的姐妹跟父亲闹过多
次， 期盼着带她们搬出去。 “但阿爸
说， 如果我们走了， 国家的这片土地就
守不住了。 就这样， 阿爸一直带我们在
这儿生活了几十年。”

随着国家实施固边富民战略， 2011
年玉麦乡路通了， 收入也随之逐年增
加。 到2011年底， 玉麦人均收入过万
元， 实现脱贫。

历史上， 玉麦乡从来没出过大学
生。 卓嘎、 央宗姐妹也没有接受过教
育。 如今， 玉麦的新一代中已经有12名

在校生， 还有4人在外地上大学。
2017年， 玉麦乡历史上第一个大学

生———央宗的儿子索朗顿珠大学毕业
了。 谈及未来， 索朗顿珠说： “我愿意
跟外公、 妈妈一样， 回来守望这片土
地。”

近几年， 卓嘎、 央宗姐妹俩收入也
大幅增长。 她们既可以享受到边民补
贴、 生态公益林补偿金、 草场补贴， 又
有在村里工作的工资性收入， 乡里还给
她们的家人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岗位。

“去年底， 玉麦乡人均年收入达到
5万余元， 远超全区平均水平， 其中政
策性收入占30%以上。” 玉麦乡党支部
书记达娃说， “随着商品流通量加大，
群众经营性收入、 牧业收入、 运输收
入、 手工艺收入还会进一步增加， 群众
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家是玉麦， 国是中国。 祖国不会
忘了我们。” 央宗说， “我们说的话总
书记都能听到， 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守边
的信心和决心。”

如今， 玉麦乡所有人家都实现了

wifi全覆盖， 乡里的4个家庭旅馆和4个
小卖部都能使用微信支付。

根据规划， 明年玉麦要搬进来47户
人家， 建成有一定规模的生态文明小康
示范点。

“总投资近8000万元， 路水电房
都要改造， 真正达到小康标准。” 达娃
说， 人口多， 生产生活半径就会增大，
这片国土就会守得越来越好。

达娃说： “看到总书记的回信， 我
倍感振奋。 作为玉麦乡的‘领头羊’，
我一定贯彻落实好十九大精神， 继续带
领玉麦干部群众守边固边， 发展经济，
守好祖国疆域上的一草一木， 创造更加
美好的生活。”

未来， 玉麦乡所有群众将住上钢筋
混凝土结构的“农家别墅”。 乡里将并
入国家大电网， 告别依靠小水电站用电
的历史。 进入玉麦乡的三级公路竣工
后， 玉麦每年的封山期将缩短为3到4个
月。

玉麦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新华社拉萨10月29日电）

� � � �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
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
全国范围内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探
索实践，完成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
组建工作， 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
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方案》强调，党的十九大对深化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在

总结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改革试点工
作经验基础上， 在全国各地推开改革试
点，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大战略举
措，对于健全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强
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具有重要意义。在
今年底明年初召开的省、市、县人民代表
大会上产生三级监察委员会， 使改革与
地方人大换届工作紧密衔接， 有利于加

快改革步伐，确保改革有序深入推进。
《方案》指出，党中央决定，北京市、

山西省、浙江省继续深化改革试点，其他
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市、县
三级监察委员会，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
完成相关机构、职能、人员转隶，明确监
察委员会职能职责，赋予惩治腐败、调查
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权限手段， 建立与
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

《方案》要求，要加强党对试点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 试点地区各级党组织
要担负起主体责任。试点省（自治区、直
辖市）党委对试点工作负总责，成立深化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 由党委书
记担任组长。试点地区纪委要细致谋划、
扎实推进， 做好试点方案的组织实施和
具体落实。各有关单位要各司其职、协调
配合，确保如期完成试点任务。

上海等3省市党委
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韩正同志不再兼任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李强

同志兼任上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兼任江苏省委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

娄勤俭同志任江苏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陕西
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胡和平同志任陕西省委书记。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彭业忠

10月28日， 吉首峒河国家湿地公
园，人群熙熙攘攘，铿锵的鼓声响起来。
操着天南地北口音的年轻人骑着单车
早早地来到这里集结。奥运冠军杨霞也
来到现场助阵，并宣读“低碳生活，绿色
骑行”倡议书。

9时18分， 发令枪响， 响彻山涧，
2017年吉首矮寨公路奇观第五届自行车
公开赛激情启航。赛程约23公里，来自北
京、上海、深圳等16个省市的1200余名
自行车爱好者分6个组别，从峒河国家湿
地公园出发，沿国道319线骑行，穿寨阳、

坪朗，过矮寨，爬矮寨盘山公路，抵矮寨
大桥观光广场。其中，享有公路奇观之称
的矮寨盘山公路， 山体最大坡度达70至
90度， 同时13道锐角急弯，26截几乎平
行、上下重叠的路面，对骑手的自行车操
控能力和体力分配带来了巨大挑战，极
大提升了赛事的竞技性和观赏性。

“这里风景太美了，阳光照耀下的
矮寨大桥就像天上的街市。”10时2分，
男子公路组、长沙顺时针车队选手陈贻
恩第一个抵达终点，“我感觉矮寨是我
的福地，前两次参赛是冠军，所以这是
我的第三个冠军了。”“风景美得让人忘
了这是比赛。” 来自快客江西车队的吴

美荣很享受比赛的过程，她最终获得女
子大众组冠军。长沙小伙子陈凯代表长
沙顺时针车队参加男子山地精英组比
赛，并以42分24秒夺冠。这是他第五次
参赛，每次均夺冠。陈凯向记者透露，媳
妇是湘西人。5年来，他已在这里骑过无
数次来回。正因如此，他比其他选手更
熟悉地形，知道哪里该加快速度，哪里
该保留体力。 他笑称：“在家门口比赛，
有主场优势。”

“矮寨公路奇观自行车公开赛”作
为吉首市打造的一个体育运动品牌，经
过5年“培育”，已经成为湖南省景观体
育、绿色体育的一项特色赛事。

� � � �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通讯员 饶
子帆 记者 王亮 ）今天，湖南省第二届
小学围棋团体赛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第二附属小学结束。本次比赛共有来自
全省的20所小学80名棋手参赛，世界围
棋冠军、中国围棋队总教练俞斌九段应
邀现场指导。

28日的开幕式上，俞斌九段一出现

便“点燃”现场，前来参赛的小选手纷纷
索要签名并合影留念。随后俞斌在开幕
式上作了讲话，并与众多棋手展开车轮
战，进行互动。

小学围棋团体赛是湖南省棋类协
会和湖南省学生体育协会去年联合创
办的全新赛事。湖南省棋类协会副主席
兼秘书长罗立新表示：“举办这个赛事

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教育部、国家体育总
局等单位关于‘三棋进校’的文件精神，
推动围棋进我省校园， 开发学生智力，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服务。”

这届赛事规定必须由学籍在同一
小学的棋手组队参赛， 每队三男一女，
定人定台，团体积分编排制赛7轮。

“全民健身挑战日”来到
张家界湘西邵阳

三站活动
各具特色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员 孙萌萌） 28日、 29日， “全民
健身挑战日———健康湖南动起来” 张家
界、 湘西自治州、 邵阳三个分站赛活动
分别举行。 三站活动各有特色， 群众乐
享其中。

2017年“全民健身挑战日” 湖南区
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发起， 中华
全国体育总会主办， 全省共有10个市州
参加。

张家界站活动丰富， 除规定项目
广场舞、 拉拉操、 众跑挑战赛、 单项

“挑战王” 等比赛外， 各协会也自主创
新， 开展了如单车、 轮滑等喜闻乐见
的群体活动， 现场热闹纷呈、 高潮迭
起。 湘西自治州分站活动与学校直接
对接， 以学生为参与主体， 现场融入
了全州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技能展示以
及全民终身教育活动周两个活动。 在
邵阳市艺术中心广场举行的邵阳分站
活动在大型公共体育场所举行， 更加
便利地吸引到广大群众的参与， 激发
了人们的城市荣誉感。

11月11日， 2017“全民健身挑战
日———健康湖南动起来” 湘潭和郴州的
分站活动将拉开帷幕。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方案》

在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
———再访我国人口最少乡玉麦

千余骑士穿越矮寨奇观

“风景美得让人忘了这是比赛”

省第二届小学围棋团体锦标赛举行
20所小学80名棋手参赛，俞斌九段现场指导

� � � � 10月29日， 搭载着石油钻井设备的X9081次列车驶离
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 驶向乌克兰东部城市波尔塔
瓦。 这是新疆开行的首趟发往乌克兰的中欧班列。 据介绍，
此趟中欧班列将由阿拉山口口岸出境， 途经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最终到达乌克兰波尔塔瓦， 预计运行时间15天左
右。 图为X9081次列车缓缓驶离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
心。 新华社发

新疆开行首趟
至乌克兰的中欧班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