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波恩气候变化大会
取得积极成果

据新华社德国波恩11月18日电 （记者 张毅荣 田颖）
联合国波恩气候变化大会18日清晨闭幕， 比预期闭幕时间
推迟一天。 经过各方艰苦谈判， 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积极成
果，为《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如期完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次大会通过了名为“斐济实施动力”的一系列成果，
就《巴黎协定》实施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形成了平衡的谈判案
文，进一步明确了2018年促进性对话的组织方式，通过了
加速2020年前气候行动的一系列安排。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
突破6000列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记者18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
获悉，自2011年开行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已突破
6000列。 截至11月17日，2017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已突破
3000列，创中欧班列年度开行数量历史新高，超过2011年
至2016年六年开行数量的总和。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中欧班列
已铺画运行线57条，国内开行城市达到35个，到达欧洲12
个国家34个城市。

2017年11月19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王亮 李特南 肖丽娟时事·体育04

下期奖池：4403766719.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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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15 2 4 3
排列 5 17315 2 4 3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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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5 01 12 15 19 22 02+04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4

0

10000000 40000000

00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7年 11 月 18 日

第 2017315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74 1040 5969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91 173 240643

7 9 1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0.5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 � � �“我们的未来将与国家最好的时代
相遇，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中山大
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2017级硕士
研究生卜熙听完中央宣讲团的报告后对
记者说。

连日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中央宣讲团赴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
中山大学、 浙江大学举行党的十九大精
神报告会。主题鲜明、形式新颖、联系实
际、深入浅出的宣讲深受欢迎，坚定了高
校师生奋进新时代的信心与决心。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央党史研究室
主任曲青山17日上午为北京师范大学师
生作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

报告围绕党的十九大主题和主要成
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等8个方面，对十九大
报告及其精神进行了深入阐述。

“听完宣讲后， 我们很激动， 很振
奋。”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学专业

2016级学生郭子悦告诉记者， 宣讲使同
学们对党史、 党情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学
习，也更清晰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要从
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不断提高自己的
政治、思想道德和学术水平，为民族的伟
大复兴贡献力量。

17日上午， 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
二楼报告厅座无虚席， 工作人员还搬来
座椅放置在报告厅后排， 供不断走进的
听众使用。不少教师、学生干脆坐在过道
上，拿出笔记本认真记录。

中央宣讲团成员、 国务院法制办党
组书记、 副主任袁曙宏赴复旦大学宣讲
党的十九大精神。

约两小时的报告会上， 袁曙宏紧扣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新主题、新思想、新
成就、新时代、新矛盾、新目标、新任务、
新要求等8个方面，结合现实案例和个人
思考，深入浅出地为复旦师生作了宣讲。

“学习十九大精神要将中国制度、中
国道路、中国智慧真正学好。”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2016级硕博联合党支部副书记
郭雅静说， 青年一代要在全面学习领悟
十九大报告的基础上，找准突破口，发挥
专业专长，贡献学科视野，做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的青年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14级本科生刘
栋说， 我们每一位青年学生都应积极投
身于这一伟大时代的建设， 学好科学文
化知识，主动接过中国腾飞的接力棒，争
做新时代的弄潮儿与中国梦的践行者。

中央宣讲团成员、 全国人大法律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18日上午在中山
大学怀士堂围绕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作宣讲报告，并与师生交流互动。
现场提问踊跃，气氛热烈。

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6
级本科生郭宜阁说， 十九大报告以鼓励
青年作为结篇， 对我们新时代新青年有
非常大的鼓舞。我们处在实现“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的新时代， 心里要装着国

家、人民、民族，要勇于担当，才能担负起
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蔡昉18日上午来到浙江大学，与
师生们进行面对面的解疑释惑、 互动交
流。

蔡昉紧扣党的十九大报告， 深入浅
出地对报告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
重大论断、重大举措作了全面系统、重点
突出的解读。

“听完宣讲，对十九大精神有了进一
步的理解， 对当代青年肩负的责任也有
了更深的体会。”浙江大学丹青学园本科
生应思盈说，认真学习十九大报告后，深
深感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要实现梦想必须脚踏实地”。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卢昊说，
青年作为当代最有创造力、最有活力、最
年轻的力量， 应该努力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展现更多青春身影。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走近师生 深入师生 激励师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赴高校宣讲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周倜

11月18日，虽然阴雨连绵、寒气逼人，但并
未影响2万跑友的热情， 也没有降低第三届长
沙国际马拉松赛的精彩程度。来自上海华东理
工大学的体育教师李鹏以2小时27分44秒的
成绩，在拿下个人首个国际马拉松赛全程冠军
的同时，击败了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改写
了非洲选手包揽该项赛事冠军的历史。

实力+时运
李鹏夺冠喜极而泣

上午9时27分，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李鹏
举着国旗，在欢呼声中冲过终点。撞线后李鹏
跪地不起，眼含热泪。对于一个业余马拉松选
手来说，这个冠军意味太多。“那一刻，我想起
了我的父母、妻儿，他们理解，也支持我的马拉
松爱好，真的牺牲了很多。而且我是击败非洲
选手拿到这个冠军，意义非同寻常。”

李鹏的这个冠军的确来之不易。11月12日
李鹏刚参加了上海马拉松赛， 跑出2小时24分
21秒的好成绩，不过参加长沙国际马拉松赛属
于背靠背，因此他对成绩并无期待。但阴湿的
天气，以及比赛的走势，给了他夺冠的机会。

18日的长沙温度很低， 而且风势很强，这
给所有选手， 尤其是非洲选手带来很大困扰。
比赛中，一直保持节奏的李鹏在17公里的时候
确定了第三的位置。跑到37公里，又超过了第
二名，这才让他有了夺冠的想法。

李鹏向记者透露，“当时的转播车上有人
一直给我打气，并告诉我距离第一名只有100
多米， 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37公里的时候，
李鹏终于追上埃塞俄比亚选手TILAYE，夺冠
的想法油然而起。“这几年，非洲选手几乎垄断
了国内马拉松比赛，所以我的竞争心一下子起
来了，当时真的是咬牙顶着。”李鹏说。

凭借超强的意志，李鹏超越TILAYE确定
了领先。随后，他拿出别在腰间的黑框眼镜，回
头看了下自己和第二、三名选手的距离，继续
向终点跑去。“戴上眼镜一是要明确自己的优
势，确保冠军，二是想在最后时刻好好看一下
路边的风景，留住最美好的回忆。”

参加马拉松全程比赛以来，李鹏拿过国内
比赛的冠军，但国际赛事的桂冠，还是第一次。

体育教师+跑步狂人
曾刷操场130圈

以业余选手的身份夺得长沙国际马拉松
赛冠军，李鹏堪称业余圈的“大神”。

李鹏是河南南阳人，今年34岁，是上海华
东理工大学体育教师。 李鹏从小热爱体育，酷
爱跑步，2008年开始参加马拉松比赛，不过因
为多次受伤，跑了3年就放弃了。2015年，李鹏
重新回归马拉松赛场， 从跑半程马拉松开始，
终于慢慢找到感觉，今年来长沙前，已经跑了7
场全程马拉松。

李鹏今年的重心是上海马拉松赛，从今年
6月份开始备战， 每个月的跑量都在500公里
左右， 暑假期间一天的训练时长更是达6个小
时。“最长的一天在学校操场刷了130圈， 跑了
50多公里。”李鹏说。

“我本来计划接下来还去千岛湖、广州等
地参加比赛，不过刚结束上海马拉松赛，今天
又参加了长沙马拉松赛，肌肉很酸痛，还需要
缓解一下。”李鹏表示，自己会放弃一些比赛来
保护身体。

拿到自己的第一个国际马拉松赛冠军，李
鹏对长沙有了特别的感情。“一路都在欣赏
长沙的景色，尤其是橘子洲头，非常美。跑马
拉松赛非常辛苦， 欣赏到美景能让我转移身
体的疲劳，更忘我地投入到比赛中。明年争取
再来长沙！”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王亮

“跑完长马，今年的计划都
完成了！”11月18日， 和亲友一
起跑完半程马拉松的张勇刚，
开心地发了朋友圈。这是他第3
年参加长沙国际马拉松赛。

1米94的大高个，张勇刚在
参赛选手中很“显眼”。作为我
省较早一批职业篮球运动员之
一，2007年他加入了湖南柏宁
队征战NBL（全国男子篮球联
赛）。职业篮球，这个黑龙江小
伙子干了近4年。“2010年的时
候面临读书还是继续打球的选
择， 出于长远考虑还是选择了
回到校园。”自那以后，他从职
业球员变回了湖南大学的学
生， 这或许是人生中第一次大
蜕变。

没有了赛场激烈对抗，没
有了跑不完的“折返跑”和投不
完的篮，他的生活回归平淡，直
到2013年跟腱的意外断裂再次
改变了他的生活。“我不喜欢跑
步， 以前最怕教练让我们上田
径场。”他告诉记者，严重的伤
病让他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恢
复过程，不能剧烈运动，医生建
议他用慢跑来康复，“起初我只
是把它当成恢复的工具罢了，
煎熬得很。”

从最初的连跑带走都扛不
住，到后面坚持跑完几公里，硬
着头皮去慢跑成为他在康复阶
段的“保留动作”。“日久生情”，

他逐渐发现这种慢悠悠的锻炼
方式居然有点效果，“不必强行
计时，没有对抗，自在舒坦，关
键是挺减压的。” 他笑着说。翻
开他的朋友圈， 跑步软件截图
成为最多的内容，10公里成为
他每次跑步的常规距离。

“不如玩次大的，试试马拉
松？”逐渐康复的他有点“得瑟”
起来。2015年，他报名参加了第
一届长沙国际马拉松赛， 但由
于伤病未痊愈， 那次比赛他没
有完成。“有些遗憾， 不过这就
像过去打职业联赛， 这个赛季
失败了， 新赛季从头再来就
是。”于是他将目标锁定2016年
长沙国际马拉松赛， 准备了整
整一年： 篮球场与健身房练体
能，每周至少3次夜跑，周末拉
着家人跑， 甚至把饮食习惯都
改了， 连上班都带着妻子做的
健身营养餐……42.195公里，
他终于完成了2016年的比赛。
“从伤病恢复到完成挑战，仿佛
每一公里都凝聚着过去的付
出。”他回忆道。

今年是他第3次征战长沙
国际马拉松赛。近几个月来足底
筋膜炎复发，他选择了半程马拉
松， 与亲人和朋友相约同行，最
终历时2小时。“第一年是想试
试，第二年是想挑战极限，第三
年是完全放松自我。” 在张勇刚
心里，每次的马拉松体验，都有
着不一样的收获。“明年，再挑战
一次全程马拉松！”

王亮

你没看错，今年长沙国际马拉松赛男子全
程冠军李鹏，是位体育教师。

不止是李鹏， 男子全程第3名周其祥也是
一名体育教师。男子半程第3名林鑫，则是来自
湘潭大学的一名体育生。 林鑫赛后告诉记者，
今年的男子半程马拉松水平比较高，参加过奥
运会的选手都来了。

教师、学生与奥运选手同场竞技？还拿前
三名？

其实，不是李鹏这些民间高手有着非人的
天分， 而是他们对跑步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
并且科学训练。

中国现在的马拉松赛越来越多，也日益成
熟，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马拉松成为一
场跑步者的狂欢，一场自我超越的仪式，蕴含
着奔跑的魅力、运动的内涵，并不断向外发散。
连续举办了3届的长沙国际马拉松赛， 在潜移
默化中传递着体育的正能量，影响着三湘大地
的你我他。看看四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在
提议：“明年我们也去跑一场？”

不止是跑步，其他体育项目也在逐渐脱离
单纯的竞技属性，回归运动本身的魅力。

中国正朝着体育强国迈进， 全民健身也已
上升为国家战略。民间的高手越来越多，正说明
全民健身深入人心，体育强国之路越走越宽。

成为民间高手，其实大家都可以。

� � � � 11月18日，长沙国际马拉松赛举办第3年，终于
在男子全程项目迎来了第一位中国冠军———

中国体育教师
打破非洲选手垄断

场外任意球 高手在民间

� � � � 11月 18日上
午， 长沙市潇湘北
路， 参加马拉松
赛的选手在风雨
中奔跑。
湖南日报记者唐俊摄

球场老男孩的蜕变

� � � � 11月18日， 中国选手李鹏冲向终点， 他以2小时27分44秒的
成绩获得长沙国际马拉松赛男子组冠军。 鲁米 摄

国务院印发《实施方案》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
充实社保基金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划转部
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
重要举措。

《方案》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加剧，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不断加大。在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
革的同时，通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使全体人
民共享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增进民生福祉，促进改革和完善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代际公平，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

《方案》提出，划转工作要坚持目标引领，与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目标紧密结合；坚持系统规划，与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目标紧密结合；坚持立足长远，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缺口的目标相结合；坚持独立运营，与社保基金
多渠道筹集的政策目标相结合。

《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划转范围、对象、
比例和承接主体。 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
业、金融机构纳入划转范围。公益类企业、文化企业、政策性
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划转比例
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社保基金会和各省（区、市）国
有独资公司等承接主体，作为财务投资者，不干预企业日常
生产经营管理，其收益主要来源于股权分红。二是划转程序
和划转步骤。按照试点先行、分级组织、稳步推进的原则完
成划转工作。2017年选择部分中央企业和部分省份开展试
点；2018年及以后，分批开展。三是划转配套措施。自本方
案印发之日起， 划转范围内企业涉及国有股权变动的改革
事项，企业改革方案应与国有资本划转方案统筹考虑。探索
建立对划转国有股权的合理分红机制。 承接主体持有的国
有资本收益，由同级财政部门适时实施收缴，专项用于弥补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现
行国有股转（减）持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政策停止执行。

我省体育锻炼标准
达标挑战赛开幕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滕茜茜 彭
玲茜）今天，由省体育局主办，省体育科学研究所承办，湖南
科技大学、长沙子偕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全运惠
民，健康湖南”湖南省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挑战赛在湖南科技
大学拉开帷幕。 来自我省14个市州全民健身体育代表队以
及湖南科技大学代表队将在仰卧起坐、 引体向上、 立定跳
远、短跑和长跑5个项目中一决高下。

在引体向上测试区，湖南科技大学2017级计算机科学
与工程学院网络工程专业的刘佳霖标准的姿势引来同学们
的叫好。他告诉记者，自己平常就喜欢体育锻炼，有空就来
田径场跑步、做仰卧起坐、引体向上。只有身体素质好了，才
能有更好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