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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
动计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计划》指出，互联网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基础设施，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IPv6试验和应用的国家， 在技术研
发、网络建设、应用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已具备
大规模部署的基础和条件。 抓住全球网络信息技术加速创新
变革、信息基础设施快速演进升级的历史机遇，加强统筹谋
划，加快推进IPv6规模部署，构建高速率、广普及、全覆盖、智
能化的下一代互联网，是加快网络强国建设、加速国家信息
化进程、助力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未来国际竞争新优势的紧
迫要求。

《计划》提出，用5到10年时间，形成下一代互联网自主技术
体系和产业生态， 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IPv6商业应用网络，实
现下一代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成为全球下
一代互联网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到2025年末，我国IPv6网络
规模、用户规模、流量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位，网络、应用、终端全
面支持IPv6，全面完成向下一代互联网的平滑演进升级，形成
全球领先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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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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9 9 1 7 6 3 1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20752459.83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23 5 7 2
排列 5 17323 5 7 2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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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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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再添国家级
原创体育IP
中国垂直马拉松联赛明年1月
长沙首发

湖南日报 11月 26日讯 （记者 周
倜） 马拉松“向上” 玩！ “中国垂直马
拉松联赛暨世界高塔竞速联盟2017年
度总决赛” 新闻发布会今日召开， 正式
对外宣布创立“中国垂直马拉松联赛”，
首战赛事将于明年1月13日在长沙市北
辰时代广场举行。 该赛事的成立意味着
我省再添一项新的国家级原创体育IP。

垂直马拉松于19世纪末伴随着摩天
大楼的出现而诞生。 该项目不受天气、
性别、 时间等因素限制， 只要有“楼”，
选手便能“一路向上”， 被广大爱好者
称为“爬楼运动”。 近年中国各地高楼
不断拔地而起， 该运动日渐风靡， “垂
马” 赛事接连出现。

“赛事多是好事， 但规则、 安保、
医疗方面缺乏统一的赛事标准， 因此

‘中国垂马’ 应运而生。” 谈及此次与
湖南体运通公司“牵手” 打造中国垂
直马拉松联赛的初衷， 国家体育总局
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范广升说。 他
介绍， 签订合作协议后， 全国垂直马
拉松运动的相关技术标准、 赛事规程、
训练教程等体系化程序文件将尽快出
炉。 未来， 中国垂马联赛计划在全国
12个省份举行， 预计还将举行超过
1000场包括城市冠军赛、 城市挑战赛
及社区挑战赛等不同级别赛事， 目标
覆盖50万参赛人群。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告诉记者：“赛事
创办的初衷不仅是立足规范， 更是考虑
到目前我省全民健身大热潮的现状。明
年1月13日长沙的首发之战值得期待，
希望这项老百姓能‘就近就便’健身的运
动在我省有更大的覆盖面。”

王亮

年轻的中国男篮红队，成功将韩国
男篮主帅许载做球员时的糟糕回忆，延
续到了教练生涯。

本次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
次轮中韩交手前，许载说，“做球员时输给中
国队太多，希望自己执教时，能有所改变。”
可惜事实未能如他所愿，中国男篮红队11月
26日在客场以11分的优势击败韩国队。

就在几天前，这支韩国队刚爆冷击
败了强大的新西兰队 。 因此本场比赛
前，很多专家、球迷并不看好年轻的男
篮红队，没想到比赛打完，主场作战的
韩国队完全不是对手。

这支年轻的红队没有易建联、 郭艾
伦以及周琦， 年纪最大的西热力江也不

到27岁，但拼劲、勇气却着实爆棚。如果
说在CBA中大放异彩的丁彦雨航拿下30
分并不意外， 那小将孙铭徽和阿不都沙
拉木在比赛中左冲右突、毫不怯场，分别
贡献了21分和15分， 实在令人兴奋和期
待。回顾整场比赛，除了沈梓捷
没有出场， 男篮红队余下11人
轮番上阵，各有建树。

历史上，韩国队面对中国
男篮负多胜少，但其准到可怕
的三分球，永不放弃的拼搏精
神 ， 一直让中国男篮心有余
悸，他们历来也是中国男篮的
“试金石”。男篮红队能在世界
杯这样的大赛中客场击败他
们， 既是一场宝贵的历练，更
证明了他们的潜力。

自从姚明出任中国篮协 “掌门人”
以来，国家队就此分为红蓝两队 ，更多
的年轻球员有机会和世界强队交手，得
到锻炼。 相信本次男篮红队击败韩国
队，是一个美好未来的开始。

“创建国家运动健康城市、 建设体育强市”

专家为长沙体育发展献计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记者 张颐佳） 今天上午， “创建

国家运动健康城市、 建设体育强市” 高峰论坛在长沙举行。
省、 市体育局领导及一些国内知名体育产业专家、 长沙体育
产业代表济济一堂， 积极为长沙体育事业、 体育产业发展献
计献策。

长沙体育产业专家智库首席专家李艳翎分析了新形势
下长沙体育产业发展特点， 北京体育大学鲍明晓教授提出
利用体育赛事促进体育强市建设， 华南师大体育学院教授
谭建湘认为社会资本投资体育商业综合体有益于助推体育
产业升级……论坛上， 专家们各抒己见， 提出了不少好建
议。

论坛由长沙市体育局主办， 长沙市体育产业协会、 裕
天国际联合承办。

击败韩国队是个新开始

� � � �“连接中国和欧洲的桥梁”“中欧之
间的纽带”“欧洲东大门”……一个个形
容中东欧国家的词汇显示出这一地区
的重要性，也折射出中国-中东欧国家
合作（“16＋1合作”）的现实意义。

分析人士指出，在“一带一路”建设
的助力之下，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取
得丰硕成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积极贡献。

五年来 成绩斐然
2012年， 在波兰华沙举行首次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16＋1合
作”启动。五年来，“16＋1合作”成果斐
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务实合作正呈现
加速发展之势。

在波兰， 福建鸿博集团在奥波莱
省投资1亿美元建设的LED灯具工厂
已经投入使用； 在捷克， 中捷中医中
心自设立以来就受到当地民众欢迎，
预约看病的人已经排到半年以后； 在
塞尔维亚， 中国承建的E763高速公路
一期工程接近收尾， 预计年底即可完
工……

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一
带一路”建设拓宽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的经贸投资合作之路，也拓宽了人文交
流之路和友谊之路，提升了“16＋1合
作”的整体水平。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
在中国与外部世界贸易整体下滑、对欧
洲贸易总额下降的情况下，中国与中东
欧16国的贸易总额较2015年实现增
长，增幅9.5%。

不少专家认为，“16＋1合作”已经
逐渐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标杆”，同
时也成为中欧合作的亮点。

共发展 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建设契合中东欧国家

的实际需求，有力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建
设与产业发展，给民众带来看得见的实
惠。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
王义桅说，“一带一路” 建设能够提升

“16＋1合作”的层次和意义，对于中国
和欧盟而言是双赢举措。

2012年， 中国机械设备制造商广
西柳工收购波兰HSW公司工程机械业

务单元，改变了后者连年亏损濒临破产
的状况，还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收购
后成立的柳工锐斯塔公司在过去4年
累计为波兰贡献各种税费约合4.5亿元
人民币。

2016年， 中国河钢集团收购了曾
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的斯梅代雷
沃钢铁厂， 连续亏损7年的钢厂在8个
月后便实现全面盈利。

捷克总统泽曼在接受中国媒体采
访时说，在“16＋1合作”这个针对中东
欧国家的平台上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将给这一地区带来更多机会。

塞尔维亚议长戈伊科维奇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塞国内没有任
何一个政党反对与中国合作，对发展与
中国的关系都持积极态度。

聚未来 命运共同体
“16＋1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

阔。“16＋1合作”重大跨国互联互通旗
舰项目———匈塞铁路在中匈塞三方共
同推动下，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目前
正在全力推进以实现早日开工。

塞尔维亚国际问题专家日瓦丁·约

万诺维奇告诉新华社记者：“未来，塞中
两国的合作一定会继续扩大，并会在基
础设施、工业、食品加工和其他行业迎
来新的合作。”

在罗马尼亚，中国中广核正就切尔
纳沃德核电站3、4号机组项目与罗方
合作公司商谈。 这个总投资70多亿欧
元的项目不仅是罗中两国之间有史以
来最重要的合作，也是中国和中东欧国
家之间迄今达成的规模最大的合作项
目。

在捷克，中国企业收购了捷克老博
客啤酒集团，使这家百年酒厂的传统酿
造工艺得到了保护，未来还有可能通过
中欧班列把捷克啤酒送到国内。

捷克总统顾问科胡特说，“一带一
路”是中国对外政策最为显著的亮点之
一，对欧洲和亚洲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分析人士指出，在“一带一路”建设
大潮中，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正在共商、
共建、共享的道路上大步向前，以实际
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绘就互
利共赢、共同繁荣的美丽画卷。

（新华社华沙11月26日电）

“一带一路”助力
中国与中东欧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 � 新华社布达佩斯11月26日电 （记
者 张正富 杨永前）应匈牙利总理欧尔
班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当地时间
11月26日下午乘专机抵达布达佩斯李
斯特国际机场。李克强将出席第六次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对匈牙
利进行正式访问。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率内阁部长到
机场迎接。李克强走下舷梯，两国总理
亲切握手寒暄，热情问候。礼兵在红地
毯两侧列队，匈中双语学校的小学生献

上鲜花表达欢迎之情。中国驻匈牙利大
使段洁龙等也到机场迎接。

李克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国-中东
欧国家“16+1合作”开展五周年。五年
来，“16+1合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扎扎实实的项目与实实在在的合作成
果惠及双方人民，“平等协商、 互利互
惠、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合作理念深
入人心。“16+1合作” 作为中欧合作的
组成部分，不仅助力了中东欧国家自身
发展， 也促进了欧洲整体的平衡发展，

有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方愿同各方
共同回顾五年来我们前行的历程，规划
未来的蓝图，实现更大的进步。

李克强指出， 中匈传统友谊深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匈两国即
建立了外交关系。60多年来，两国关系
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不断取
得新的发展。我期待通过此访，同匈方
共叙友谊，共商合作，丰富中匈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内涵，让中匈友好合作在助
力共同发展、造福民众福祉的道路上焕

发新生机，迈上新台阶。
出席“16+1合作” 领导人会晤期

间，李克强将同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共同
规划未来合作纲要，见证一批合作文件
签署、会见记者、出席第七届中国-中
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并共同庆祝“16+1
合作”成立五周年，还将同与会中东欧
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访问匈牙利期间，李克强将同欧尔班
总理举行会谈，见证双方政治、经济、金融、
人文等领域合作文件签署并共见记者。

李克强抵达布达佩斯
出席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并对匈牙利进行正式访问

� � � � 11月26日， 在2017年中
国足协杯决赛第二回合比赛
中， 上海申花队以2比3不敌上
海上港队， 两队总比分3比3，
上海申花队凭借客场进球多获
得本届足协杯冠军。

图为上海申花队庆祝夺
冠。 新华社发

上海申花
问鼎足协杯

场外任意球

北京市教委：

为每所幼儿园
配备一位责任督学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 赵琬微）记者26日晚从北
京市教委获悉，针对社会关注的幼儿园安全问题，北京市教委
正在组织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同时，要求各区建立动态
监管档案数据库，并为每所幼儿园配备一位责任督学。

北京市教委要求， 各区对各级各类幼儿园在办园条件、
安全卫生、 保育教育、 教职工队伍和内部管理等方面进行全
面检查， 建立动态监管档案数据库。 在检查过程中， 对消
防、 技防监控、 食堂等安全领域进行重点检查， 对设备设施
不到位、 使用不规范的， 即刻整改。

根据相关要求， 各区将为区域内每所幼儿园配备一位责
任督学， 负责做好对幼儿园监管、 促进幼儿园规范办园等工
作。 各区还要指导各级各类幼儿园建立健全家园沟通机制，
引导家长和社区参与园所建设与管理， 并指导幼儿园建立突
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

此外， 北京学前教育研究会26日发布致全市幼教从业者
倡议书， 强调保护幼儿生命安全、 尊重幼儿人格尊严、 维护
幼儿合法权益是幼教从业者的职业操守和道德标准， 呼吁全
市幼教从业者加强自律与监管， 向一切有损儿童身心健康的
不当行为宣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