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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表示

李克强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会谈时强调

希望通过和平方式
解决南海问题

坚持睦邻友好 深化务实合作
据 新 华 社 马 尼 拉 11 月 15 日 电 （记 者
许林贵 杨 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

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后， 于当地时
间11月15日起开始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
问。当日下午，李克强在马尼拉总统府同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会谈。
李克强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杜特尔
特总统的亲切问候。 他表示， 中菲交往
源远流长， 友好合作始终是主流。 当前
两国关系已经克服困难， 实现转圜。 实
践证明， 坚持睦邻友好符合中菲双方根
本利益， 是主流民意所向， 是地区大势
所趋， 是共同发展基石。 中方愿同菲方
把握正确方向， 巩固友好， 深化合作，
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 推动中菲关系健

康稳步前行。
李克强指出， 上个月召开的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规划了中
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导下未来发展的蓝图， 也为中菲发
挥互补优势，拓展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
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中菲应把各自的发
展视为彼此的机遇， 中方愿将“一带一
路”倡议同菲方发展战略对接，契合菲方
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的需求， 发挥中国
装备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优势，开
展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并制定中长期
规划， 给两国市场和国际社会以中菲长
期稳定合作的信心；促进贸易投资、信息
技术、农渔业、减贫、棚户区改造等合作；

加强战略安全合作， 更好应对传统和非
传统安全挑战；发挥中菲人文相亲优势，
加强文化、科技、卫生、青年等合作；密切
在多边和区域合作机制中的沟通协调，
为两国和区域发展增添助力。
李克强祝贺菲方成功举办本届东亚
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指出中方始终视
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 致力于地区
发展与合作。菲律宾将接任中国-东盟关
系协调国，中方愿同菲方共同努力，推动
中国-东盟关系持续发展，为地区的和平
稳定注入持久动力。
杜特尔特表示， 李克强总理此访是
中国政府首脑时隔十年首次访菲， 意义
重要。 中国是菲律宾的好朋友和真诚合

作伙伴。感谢中方对菲基础设施建设、维
护国家安定的宝贵支持， 欢迎中国企业
来菲投资兴业， 期待学习借鉴中方发展
经验，加强两国交通设施、电信、农业等
各领域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更具活
力，更有成果。菲方愿发挥好中国-东盟
关系协调国作用，促进东盟-中国关系进
一步发展。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6 日 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在成功出席于菲律宾马尼拉
举行的第20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
会议、第20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
人会议和第12届东亚峰会， 并圆满结束
对菲律宾的正式访问后， 乘专机于16日
下午回到北京。

航天运输系统发展路线图发布

2020年长征八号首飞
首飞，为载人登月提供强大支持，并为火星
采样返回提供充足的运载能力。以火箭发动
机为动力的两级完全重复使用运载器研制
成功，火箭型谱更加完善，航天运输系统水
平和能力进入世界航天强国前列。
2035年左右， 运载火箭实现完全重复
使用，以智能化和先进动力为特点的未来一
代运载火箭实现首飞，高性能智能化空间运
输系统将实现广泛应用，航天运输系统为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040年前后， 未来一代运载火箭投
入应用，组合动力两级重复使用运载器研
制成功， 核动力空间穿梭机出现重大突
破，运输工具能够有效支持大规模的空间
资源勘探和开发，小行星采矿和空间太阳
能电站有望成为现实。
到2045年， 进出空间和空间运输的方
式将出现颠覆性变革，组合动力单机入轨重
复使用运载器研制成功，新型动力进入实用
性开发，天梯、地球车站、空间驿站建设有望
成为现实。此外，在先进运输系统的支持下，
针对太阳系内的行星、小行星、彗星等目标
的人机协同探索可以常态化、 规模化开展，
探索和利用空间进入高速增长期。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6 日电（记者 胡喆）
记者16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运载火箭技
术研究院获悉，该院发布《2017—2045年
航天运输系统发展路线图》，系统规划了长
征系列运载火箭的能力建设前景与发展蓝
图， 预计2020年长征八号实现首飞、2035
年左右运载火箭实现完全重复使用。
根据路线图中的规划，到2020年，长
征系列主流运载火箭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同时面向全球提供多样化的商业发射服
务。其中，低成本中型运载火箭长征八号
实现首飞， 在役火箭实施智能化改造，商
业固体运载火箭与液体运载火箭可为用
户提供“太空顺风车”“太空班车”“VIP专
车”等商业发射服务。
2025年前后，可重复使用的亚轨道运
载器研制成功，亚轨道太空旅游成为现实。
同时， 空射运载火箭将快速发射能力提升
到小时级，智能化低温上面级投入使用，运
载火箭将有力支撑空间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 空间站运营维护、 无人月球科考站建
设，商业航天建成集地面体验、商业发射、
太空旅游、轨道服务为一体的系统体系。
到2030年前后， 重型运载火箭将实现

11 月 16 日， 南美区第 5 名秘鲁主场 2
比 0完胜新西兰，总比分 2比 0 夺得 2018 年
—
俄罗斯世界杯的最后一张入场券——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德法巴阿实力突出
上届世界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场
比赛是德国队7比1“屠杀”巴西队。时隔4
年，德国、巴西会不会“冤家”路窄再聚首？
又会上演什么样的剧本？ 毫无疑问是本届
世界杯最大的看点。 两队也一直是世界顶
级豪强，尽管巴西队近几年比较低迷，但又
有哪支球队敢轻视桑巴军团呢？
法国队近几年意气风发， 青年才俊
辈出，又经历了去年欧洲杯的锤炼，将是
大力神杯的有力争夺者。 上届亚军阿根
廷队，本届预选赛一路磕磕绊绊，但核心
梅西依然神勇无比。只要有梅西，阿根廷
队仍然是夺冠大热门。
此外， 去年加冕欧冠的葡萄牙队具
备冲击本届世界杯冠军的实力。 曾经的
豪门西班牙队近几年疲态尽显， 本届世
界杯估计难复当年之勇。

意荷领衔“失意者联盟”
14日， 意大利队无缘俄罗斯世界杯
后，全世界范围“惋惜”声一片，蓝衣军团

亚洲还是老面孔
亚洲区还是几个老面孔：伊朗、澳大
利亚、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队。沙特阿
拉伯队上届没能晋级， 但从1994年起曾
连续4届参加世界杯。
由于实力偏弱，5支亚洲球队4支位列
第四档，只有伊朗队被分在第三档。
上届世界杯亚洲球队分别为伊朗、澳
大利亚、日本、韩国队，表现糟糕，不但没
有一支晋级16强，甚至连一场胜利都没有
拿到。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不能再“陪太
子读书”，争取一场胜利，甚至冲击16强，
是合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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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8省区130名
“
厅官”被问责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6 日 电 （记 者 高 敬 ）16日上午，内蒙
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西、云南、宁夏等8省区同步
公开了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的
问责情况。8省区共问责1140人，其中厅级干部130人。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介绍， 第一批8
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于2016年7月至8月对8省区开展环
境保护督察， 并于2016年11月完成督察反馈， 同步移交了
100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要求地方进一步核实情
况，严肃问责。
具体问责情形包括通报、诫勉、责令公开道歉、党纪处
分、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等，9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被问
责的厅级干部中，诫勉46人，党纪处分40人，行政处分40人，
4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可燃冰成为
我国第173个矿种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6 日电（记者 王立彬）根据矿产资源
法实施细则有关规定， 我国正式将天然气水合物列为新矿种。
被公众通称可燃冰的天然气水合物成为我国第173个矿种。
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司长鞠建华16日在新闻发
布会上说，我国在海域和陆域均实现可燃冰找矿突破和试采
成功，尤其是首次在南海神狐海域成功实施试采，取得理论、
技术、工程、装备自主创新，实现历史性突破，向产业化迈出
关键一步， 中国地质调查局今年6月提交了天然气水合物新
矿种申报报告。国土资源部在调查研讨基础上，组织有关单
位代表和院士专家对报告进行审核论证和实地考察调研，认
为天然气水合物具备申报新矿种的条件。根据矿产资源法实
施细则，国土资源部10月17日向国务院呈报请示并于11月3
日获得批准，天然气水合物成为我国第173个矿种。

沪昆高铁贵州段存质量隐患
新华社发

俄罗斯世界杯32强出炉

也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遗珠”。同时兼
有“天才与魔鬼”属性的荷兰队，时隔12年
又一次无缘世界杯。而在4年前，他们闯入
巴西世界杯4强。
此外， 去年的美洲杯冠军智利队，以
及北美霸主美国队， 今年也阴沟翻船，只
能在家里看世界杯了。
客观而言， 上述4支球队都是世界杯
的老司机，且各有特色，并具备晋级淘汰
赛甚至冲击冠军的能力。少了他们，世界
杯也少了一些别样的色彩。

新 华 社 马 尼 拉 11 月 16 日 电 第31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
作领导人系列会议14日在马尼拉闭幕。 16日，东盟公布了本
届东盟峰会的主席声明。 声明表示，东盟国家认为目前和中
国在南海问题上合作势头积极， 希望未来进一步提升互信，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东盟国家对与中国共同宣布启
动“南海行为准则”下一步案文磋商，以及明年初将在越南举
行的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联合工作组会表示期待。

俄罗斯世界杯 32强名单 （定档按世界排名）
第一档次：俄罗斯（东道主）、德国、巴西、葡萄牙、阿根廷、比利时、波兰、法国
第二档次：西班牙、秘鲁、瑞士、英格兰、哥伦比亚、墨西哥、乌拉圭、克罗地亚
第三档次：丹麦、冰岛、哥斯达黎加、瑞典、突尼斯、埃及、塞内加尔、伊朗
第四档次：塞尔维亚、尼日利亚、澳大利亚、日本、摩洛哥、巴拿马、韩国、沙特阿拉伯

链接

1

北京时间 12月 2日凌晨小组抽签

根据国际足联安排，2018年俄罗斯
世界杯抽签将在北京时间12月2日凌晨
进行。本次抽签规则与之前一样，每个
档次抽出一支球队，4支球队组成一个
小组，同一小组非欧洲球队只能有1支，
同一小组欧洲球队最多有2支。
不同之处在于， 今年的分档是按
照国际足联排名， 这样就避免了高排

链接 2

名球队扎堆一个小组情况的出现。 因
此， 尽管第二档也有西班牙、 葡萄牙、
英格兰、 哥伦 比 亚 这 样 的 一 流 强 队 ，
但第三档和第四档球队的实力有明显
差距， 因此死亡之组出现的概率有所
降低。 至少上届世界杯乌拉圭、 意大
利、 英格兰、 哥斯达黎加这样恐怖的
死亡之组肯定不会再出现。

中铁总集中整治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6 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16日从中国
铁路总公司获悉，今年以来，尤其是进入汛期以后，沪昆高铁贵
州段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个别隧道暴露了开裂、漏水等质量
隐患。中铁总组成专项检查组，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治。
按照中铁总部署，沪昆客专贵州公司组织专门力量对线
路进行全面排查，对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整治，确保了工程质
量满足设计标准，运营安全稳定可靠。
中铁总工程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铁路部门始终把
确保铁路和旅客安全“万无一失”放在首位，决不容忍任何安
全隐患。对于任何铁路工程质量问题，铁路部门绝不放过，一
定全力整治，不留后患，并严肃查处，严厉追责，依据合同条
款依法维权。

阿里巴巴诉刷单平台“第一案”宣判

获赔20.2万元
据 新 华 社 杭 州 11 月 16 日 电 （记 者 陈 晓 波 张 璇 ） 记者16
日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获悉，阿里巴巴诉刷单平台“第
一案”日前已判决。刷单平台经营者杭州简世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被判赔偿阿里巴巴经济损失20.2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截至2016年3月，有3001个淘宝网、天猫
网商家在该平台发布刷单任务。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中国申办 2030年世界杯 ?

11月16日，某媒体刊登国足主帅里
皮的采访称，“中国足协将申办2030年
世界杯”。 中国足协新闻办16日通过官
方微博予以辟谣：“目前协会并未提出
申办具体哪一届世界杯。”

足协新闻办表示：“经核实，里皮主
教练近期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专访”，
“刊发的《执教周年成都商报专访里皮》
将旧日外媒采访予以加工处理，混淆视
听”。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13

3 0 6

排列 5

17313

3 0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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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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