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部预计全年粮食产量
1.2万亿斤以上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农业部消息，全国秋粮已收获
94.8%，其中中稻、玉米、大豆收获基本结束，晚稻收获超七
成。预计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2000亿斤以上，小麦、稻谷产
量略增，玉米继续减少，杂粮杂豆等增加。

我国分三批启用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17日表
示，自2017年11月20日起，将在全国分三批推广新能源汽车
专用号牌。

自11月20日起， 河北保定等12个城市第一批统一启用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今年底前，所有省份省会市及部分地
市启用；2018年上半年全国全面启用。

此前，上海、南京、无锡、济南、深圳等5个城市已试点发
放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11万副，试点进展顺利、效果良好。

据介绍，新号牌式样体现“绿色、环保、科技”寓意，以绿
色为主色调，增加了专用标识，采用新式样、新材料、新工艺
以及新的防伪技术，既可实现区分管理、便于识别，又能彰
显新能源特色、技术创新。其中，小型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底色采用渐变绿色， 大型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底色采用黄
绿双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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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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5 2 3 4 6 9 6 4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8497410.78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14 5 8 0
排列 5 17314 5 8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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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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记者
李忠发）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在人民大
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巴拿马总
统巴雷拉举行会谈。

习近平表示， 巴雷拉总统是首位访
华的巴拿马总统， 也是中共十九大后首
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 我代表中国人
民对你表示热烈欢迎。

巴雷拉说， 我今天终于以巴拿马总
统身份来到悠久的中国进行历史性访
问，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深感荣幸和自
豪。我今天登上了长城，切身感受到长城
代表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和坚韧品质。我
郑重重申， 巴拿马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
则，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习近平说，中国有句话，不到长城非
好汉。 你毅然作出同中国建交的政治决
断，又实现访华。这就是英雄好汉的壮举。
我们对此高度赞赏。 历史将记住你的贡
献。习近平强调，中巴人民保持友好交往
已经160多年。两国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
上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双方几代人的夙
愿。刚才我们并肩而立，巴拿马和中国两
国国歌先后奏响。这是中巴两国人民期待

已久的一幕， 向世界传递了一条重要信
息， 就是中巴关系史已经翻开崭新的一
页。中巴建交，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现在，
我们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就是为中巴关
系发展定方向、打基础、添动力。我高兴地
看到，中巴建交5个月来，两国各领域交往
合作正在快速铺开， 可以说开了个好头。
中方愿同巴方一道，把准方向，以高速度、
高起点、 高标准规划和推进两国合作，使
中巴关系弯道超车，后来居上。

习近平强调， 中巴要做平等相待、坚
定互信的朋友。 中国发展同巴拿马的关
系，真心实意坚持合作双赢，坚持共同发
展，坚持开放包容。巴拿马朋友会看到中
方的实际行动。双方要加快搭建发展关系
的主体框架，推动两国各部门进一步全面
对接，把立法机构、政党、地方等广泛力量
汇聚到两国交流合作上来， 形成强大合
力。中方把拉美看作“一带一路”建设不可
或缺的重要参与方，巴拿马完全可以成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拉美自然延伸的
重要承接地。双方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
统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把两国互补优
势转化为全面合作优势。要在海事、基础

设施建设、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拿出一
批合作早期收获成果， 同时积极开展教
育、旅游等贴近人民的交流合作。

习近平指出， 我在中共十九大报告
中强调， 中国致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实际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中国
梦一脉相承。 中国梦汇聚了中国人民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 人类命运
共同体汇聚着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 发
展、 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 中方愿同
巴方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紧密协作， 支
持巴方继续在中拉整体合作进程中发挥
积极影响， 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
智慧和力量。

巴雷拉表示， 巴中友谊源远流长。巴
拿马人民完全赞同巴中建交决定，这符合
两国人民利益，将促进巴国家发展，人民
生活改善。巴中建交5个月来，两国合作已
经取得重大进展，为双方关系长远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再次证明巴中建交是一个
正确决定。相信我这次访问将深化两国关
系。巴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两国高层交
往，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推进两国在
贸易、投资、金融、民生、减贫、基础设施等

领域互利共赢合作，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
场合协调配合。巴拿马愿成为中国在拉美
重要朋友，积极推动拉中关系发展。巴方
积极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
伟大倡议， 愿利用自身独特区位优势，积
极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同中方加强港
口、海事、航运、铁路、物流等领域合作，共
同为“一带一路”合作向拉美延伸、为促进
世界互联互通作出贡献。

巴雷拉祝贺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
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完全认同中共十九大制定的以人民为中
心的方针政策，对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
脱贫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人民
的坚韧不拔深感钦佩。

习近平指出， 中共十九大成功召开
为中国今后直到2050年的国家发展制
定了清晰目标和路线图。 中国发展的前
景是光明的。 历史将进一步证明中巴建
交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共建
“一带一路”、经贸、投资、海运、铁路、人
力资源、产业园区、农业、质检、民航、旅
游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新《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
明年1月1日起施行
�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记者 刘慧）记者17日从证
监会了解到，证监会近日发布修订后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
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修订后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共九章，主要从完善
证券交易所内部治理结构和促进证券交易所进一步履行一
线监管职责两方面予以修改完善。

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完善交易所内部治理结构，增设
监事会并进一步明确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的
职权；突出交易所自律管理属性，明确交易所依法制定的业
务规则对证券交易活动的各参与主体具有约束力； 强化交
易所对证券交易活动的一线监管职责， 明确交易所对于异
常交易行为、违规减持行为等的自律管理措施；强化交易所
对会员的一线监管职责，进一步明确会员的权利义务。

此外，新版《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还强化了证券交易
所对证券上市交易公司的一线监管职责， 要求证券交易所
对证券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停复牌等履行自律管理职责；
进一步完善证券交易所在履行一线监管职责、 防范市场风
险中的手段措施，包括实时监控、限制交易、现场检查、收取
惩罚性违约金等。

吉布提总统盖莱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7日宣布：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吉布提共和国总统伊斯梅尔·奥
马尔·盖莱将于22日至2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同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举行会谈

共同规划好中巴关系发展蓝图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中央宣传部17日向全社会公
开发布南仁东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南仁东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 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
程（简称FAST）的发起者和奠基人。他主导提出利用我国贵
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 从论证立项到选址建设
历时22年，主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FAST重大科学
工程的顺利落成发挥了关键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计
个人名利得失，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在科研工作第一线，与
全体工程团队一起通过不懈努力，迈过重重难关，实现了中
国拥有世界一流水平望远镜的梦想。今年9月，南仁东因病
逝世。

近一段时间以来，南仁东的先进事迹宣传报道后，在全
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干部群众特别是科技工作者认为，南仁
东是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天眼”巨匠，他为科学事业奋斗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用无私奉献的精神谱写了精彩的科学
人生，鲜明体现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情怀，敢为人
先、坚毅执着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忘我奉献的高尚情操，
真诚质朴、精益求精的杰出品格。他不愧为广大科技工作者
的优秀代表，不愧为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广大科技工作者纷
纷表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服务党和国家战略目标，勇攀世
界科技高峰，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作出新的贡献。

“时代楷模”发布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中国梦”为
主题，现场发布了南仁东的先进事迹，宣读了《中共中央宣
传部关于追授南仁东“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的决定》，播放了
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 中宣部负责同志为南仁东的亲属
颁发了“时代楷模”奖章和荣誉证书。科技部、中国科协、中
国科学院、贵州省委有关负责同志，“时代楷模”的亲友、同
事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发布仪式。

中宣部追授南仁东
“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 � �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周
倜）今天，湖南省第八届太极拳锦标赛
暨湖南省直单位第四届太极拳比赛在
湖南中医药大学东塘校区体育馆开
幕。来自各市、州的65个代表队和12支
省直机关代表队， 共计近800名太极
拳爱好者将在3天时间里同场竞技、交
流切磋。 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宣布比
赛开幕。

本次赛事由湖南省太极拳运动协
会、 湖南省直单位职工文化体育协会

联合举办。比赛设个人单项、对练项目
和集体项目。其中，个人项目包括陈、
杨、吴、孙等传统拳术和器械套路，集
体项目设太极拳和太极器械， 并增设
对练项目太极推手合手。

此外， 本次赛事还举办了2017年
湖南省中国武术（太极拳） 段位制考
评。据介绍，此次考评是省太极拳段位
制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 第二次举办
的中国武术（太极拳）段位制活动，共
有近200人参加。

� � �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记者 孙
琪 ） 北京时间11月17日凌晨， 在美国
丹佛举行的全球超级计算大会上， 由清
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教授付昊桓
等共同领导的团队所完成的“非线性地
震模拟” 获得国际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
最高奖“戈登贝尔” 奖。

据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介绍，
此项成果基于“神威·太湖之光” 超级
计算机的强大计算能力完成。 项目团队
成功地设计实现了高可扩展性的非线
性地震模拟工具。 该工具充分发挥国产
处理器在存储、 计算资源等方面的优
势， 可以实现高达18.9PFlops的非线性
地震模拟， 也是国际上首次实现如此大
规模下的高分辨率、 高频率的非线性可
塑性地震模拟。 该工具首次实现了对唐
山大地震发生过程的高分辨率精确模
拟， 使得科学家可以更好地理解唐山大
地震所造成的影响， 并对未来地震预防

预测等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该成果是由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

系、 计算机系与山东大学、 南方科技大
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并行计算
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超级计算无
锡中心等单位共同完成。 成果发表于今
年的全球超级计算大会上， 论文题目为
《基于神威太湖之光的18.9-Pflops非线
性地震模拟： 实现对18Hz和8m情景的
描述》。 付昊桓为论文第一作者， 清华
大学付昊桓、 何聪辉、 薛巍以及南方科
技大学陈晓非院士为论文共同通讯作
者。

此前，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杨超
等人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2016年全球
超级计算大会上领取了戈登贝尔奖， 他
们的获奖应用名称为“千万核可扩展全
球大气动力学全隐式模拟”。

“戈登贝尔” 奖， 设立于1987年，
是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的最高奖。

我国超算项目
再获“戈登贝尔”奖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6日电 （记者
王集旻）美职篮（NBA）16日进行了一场重
磅对决，东西部各自的“领头羊”波士顿凯
尔特人队和金州勇士队狭路相逢，结果主
场作战的凯尔特人以92比88险胜对手，将
球队的连胜场次扩大至14场。

本场比赛库里、 杜兰特和汤普森的
手感都不太好， 上半场三巨头26投仅中
7，不过勇士凭借犀利的快攻在客场保持
领先，半场结束时比分是47比42。下半场

比赛非常胶着，双方数次平分，数次交换
领先，最终还是凯尔特人队笑到了最后。
输掉了这场比赛， 勇士的七连胜也戛然
而止。

凯尔特人方面除了欧文的16分外，
布朗有22分进账， 霍福德拿到18分和11
个篮板。 勇士队杜兰特获得球队最高的
24分， 三巨头进攻端发挥不好也跟凯尔
特人队的凶悍防守有关， 此役勇士的88
分是其本赛季以来的最低得分。

太极高手星城“过招”
省第八届太极拳锦标赛开幕

NBA榜首大战击退勇士
凯尔特人队豪取14连胜

新华社记者 吴晶 黄小希

热烈的掌声， 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内响起，铭记着一个暖心感人的场景。

17日上午9时30分，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人民
大会堂金色大厅，亲切会见参加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600多名代表。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总书记高
兴地同大家热情握手、亲切交谈，代表们
纷纷向总书记问好。握手结束后，习近平
总书记回到队伍中间， 准备同代表们合
影。 总书记看到93岁的黄旭华和82岁的
黄大发两位道德模范代表年事已高，站
在代表们中间，总书记握住他们的手，微
笑着问候说：“你们这么大岁数， 身体还
不错。你们别站着了，到我边上坐下。”

习近平总书记拉着他们的手，请两
位老人坐到自己身旁来， 两人执意推
辞，习近平一再邀请，说：“来！挤挤就行
了，就这样。”

相机快门按下，记录下了这一感人
瞬间。

会见结束后，习近平语重心长对有
关部门的同志说， 给老道德模范让座，

这是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这就叫人伦
常情。总书记的话是言传，更是身教，在
人们的心田荡漾。

黄旭华是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名誉
所长，他为了祖国的核潜艇事业，隐姓
埋名、以身许国，阔别家乡30载，其间一
次也没有回过老家。

“从1958年开始到现在，我没有离
开过核潜艇研制领域，我的一生没有虚
度。”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会见，让
黄旭华又一次感受着党和国家赋予他
的使命与荣光。

“我做梦也没想到，总书记竟然把
我请过来坐到他身边，还问了我的健康
情况。总书记对我们的关怀，我要回去
传达，要让所有同志认识到我们任重道
远，要再铸辉煌。”黄旭华说。

黄大发是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
正仡佬族乡原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他
带领村民们前后历经30多年，在峭壁悬
崖间挖出一条10公里的“天渠”，使曾经
缺水干旱的贫困村面貌一新。

回想习近平总书记同大家合影的
情景，黄大发十分激动：“总书记对我们
老党员关心得很、尊敬得很，我很感动，

也很光荣。合影后，总书记回头向大家
挥手告别，我们也赶紧向他招手。”

身教重于言教 ， 掌声久久回响。
习近平总书记一个自然而然的举动，身
体力行中华民族尊老敬贤的传统美德，
展现出亲民爱民的崇高风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
先进模范的尊敬与关爱，一次次为全社
会作出示范，引领着社会风尚。

2013年9月26日， 在会见第四届全
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习近平
总书记把目光转向坐在第一排左边的
一位老人。他饱含深情地说，我刚才看
到这位老大姐，她就是我们的老将军甘
祖昌的夫人龚全珍， 她今年90多岁了，
我看到她以后心里一阵阵的感动。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当大家发言结
束，总书记准备发表讲话时，他望了望
坐在右边不远处的中国红楼梦学会名
誉会长、90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 对大
家说，今天出席座谈会的不少老艺术家
年事已高，大家如果累了，就到休息室
休息或者走动走动。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用他的实际行

动，为与会代表上了关爱模范、尊重典
型的生动一课。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
演员剧团原团长田华这次当选为全国
道德模范，参加了这次会见。习近平总
书记握着她的手， 向她表示亲切问候。
田华动情地回忆说，总书记工作那么忙
还专门抽出时间来看望大家，同大家见
面合影，这说明精神文明建设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新的时代条
件下具有何等重要性。如果全国人民都
自觉做精神文明的建设者、 践行者，国
家和民族必将拥有更加昂扬自信的精
神风貌！党的十八大以来精神文明建设
成效越来越大，与党中央的重视与关心
密不可分。

作为第一届获奖的全国文明校园
代表，吉林省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
王艳军说，习近平总书记同参会代表亲
切的“一握”，给老模范代表的“一让”，令
人难忘、令人敬仰。我们作为教育工作
者，应该倍加努力，为积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更大贡献，不
辜负总书记的殷切希望。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温暖的力量 感人的瞬间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全国道德模范代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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