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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11月27日电（记者
张正富 陈二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
间11月27日上午在布达佩斯出席第七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李克强表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分处
欧亚大陆两端，虽相距遥远，但关系基础
牢固。“16+1合作” 是中国与中东欧16国
共同创建的合作平台，是中欧友好合作的
创举，发展前景广阔。“16+1合作”坚持以
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遵循国
际通行规则， 实现了互利共赢。“16+1合
作”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
充，助推了中欧关系的发展。

李克强强调， 要促进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同中东欧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秉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推动“一带一

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率先在中东
欧落地。 加快推进匈塞铁路等互联互通
项目建设，促进中欧班列持续健康发展。
扩大国际产能合作， 共建一批经贸合作
区，打造融合度更深、带动力更强、受益
面更广的产业链、价值链和物流链。

———要大力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加强海关合作，促进物流提速。
建立健全检验检疫沟通协调机制， 商建
中国-中东欧电子商务合作机制。 明年
中国将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欢迎中东欧国家企业踊跃参展。

———要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中方
支持商业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双方合
作项目融资， 支持双方合作项目开展人
民币融资业务。中国-中东欧银行联合体

今天正式成立， 国家开发银行将提供20
亿等值欧元开发性金融合作贷款。中国-
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二期已完成设立，
募集资金10亿美元，将主要投向中东欧。

———要推动中小企业加强合作，形成
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力、 融通发展新格局。
要搭建更多合作机制和服务平台，为中小
企业互通有无、洽谈项目架起“鹊桥”。

李克强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 指出
中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上个月召
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 制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和
行动纲领。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必将给包括中
东欧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
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相信有远见、

有抱负的各国企业， 一定会充分利用
“16+1合作”等平台，抢搭中国发展的快
车，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示， 中东欧国
家愿以开放的态度与各国合作， 中国就
是中东欧最重要的合作伙伴。5年来，
“16+1合作” 发展涵盖到经贸、 互联互
通、人文等各领域，不仅有利于中东欧国
家发展， 也成为欧中互利双赢合作的有
效机制和重要部分。 当前世界政治秩序
和经济格局正发生变化， 中东欧16国愿
本着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精神，把深化
对华互利合作当作发展机遇， 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投资兴业
创造更好环境， 推动中东欧与中国交流
合作得到长远发展。

“全民健身挑战日”

总决赛12月3日
益阳打响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周倜）
记者今日从组委会获悉，2017湖南省“全
民健身挑战日”总决赛暨“全民健身挑战
日———健康益阳动起来” 活动将于12月3
日在益阳市展开。来自全省各市州的“挑
战王”和体育爱好者将一决高下。

本次活动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
办，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发起， 省体育
局、益阳市政府联合主办。总决赛设关注
率挑战、众跑挑战赛、融合关爱跑、广场
舞挑战赛、 拉拉宝贝挑战赛和七个单项
挑战王等项目， 七个单项挑战王包括投
篮王、垫球王、颠球王、平板王、呼啦圈
王、跳绳王和踢毽王。

与去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PK”不
同， 今年挑战方式由各城市在规定的项
目里，自己开展挑战，产生各自的“挑战
王”， 晋级总决赛。 今年我省有岳阳、湘
潭、怀化、张家界、益阳等10个市州在当
地举行挑战日活动。

此外，总决赛还设拉丁舞、健身操、
健身气功、流星球、武术、瑜伽、拉拉操和
轮滑等15个健身项目的比赛， 此类赛事
不受性别、年龄和地域限制，爱好体育的
市民均可现场报名参与。

中办国办印发《规定（试行）》

规范开展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2017年6月，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审计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 之后，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件，《规定》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规定》 明确， 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应当坚持依法审计、 问题导向、 客观求实、 鼓励创新、 推
动改革的原则， 主要审计领导干部贯彻执行中央生态文明
建设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 遵守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情况，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
境保护重大决策情况， 完成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
保护目标情况， 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监
督责任情况， 组织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资金
征管用和项目建设运行情况， 以及履行其他相关责任情况。

《规定》 强调， 审计机关应当根据被审计领导干部任
职期间所在地区或者主管业务领域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
态环境保护情况， 结合审计结果， 对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
期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变化产生的原
因进行综合分析， 客观评价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情况。

《规定》 要求， 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地区、 部门
（单位），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整改。

李克强出席第七届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140 0 6 9 1 1 0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3148201.19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25 5 0 9
排列 5 17325 5 0 9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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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0年投入40亿元
我国“人造太阳”计划实

现局部领先
28日科技部在北京召开“ITER

十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科技
部部长万钢表示， 从2008年至2017
年，国家磁约束核聚变能发展研究共
部署119个项目，安排经费约40亿元，
取得了多项国际和国内第一的研究
成果。受控核聚变被称为“人造太阳”。

四项“世界最大”
能源央企新“航母”起航
由中国国电集团和神华集团合

并重组的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公司，
28日召开成立大会。重组后的国家
能源集团资产规模超过1.8万亿元，
是我国能源领域又一家“航母级”央
企，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公
司、火力发电公司、可再生能源发电
公司和煤制油煤化工公司。

日企又曝造假
化工巨头东丽被曝数据造假

日本化工巨头东丽株式会社28
日在东京举行记者会， 社长日觉昭
广承认旗下子公司在检测数据上造
假。 东丽涉事子公司主要负责汽车
轮胎材料相关业务。 东丽在2008
年4月到2016年7月间， 造假共计
149例， 波及13家企业客户。

（均据新华社11月28日电）

张阳自杀身亡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2017年8月28日， 经党中央批

准， 中央军委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
阳进行组织谈话，调查核实其涉郭伯雄、徐才厚等案问题线
索。经调查核实，张阳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犯罪。接受组织谈话期间，张阳一直在家中居住。
11月23日上午，张阳在家中自缢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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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记者
卢国强）北京警方28日晚公布朝阳区红
黄蓝新天地幼儿园涉嫌伤害儿童事件
调查情况。

警方发布消息称， 经公安机关调
查，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教师刘
某某（女，22岁，河北省人）因部分儿童
不按时睡觉，遂采用缝衣针扎的方式进
行“管教”。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现
刘某某已被刑事拘留。

涉事幼儿园共有教职员工78人，内
有男性8人， 工作过程均不具备单独接
触儿童条件。经专家会诊、第三方司法
鉴定中心对家长提出申请的相关涉事
女童人身检查，均未见异常。儿童在园

期间服用药物有严格规定，须家长将药
品填写好名称、服药时间和剂量说明后
交由幼儿园保健医生专门负责。

经调取涉事班级监控视频存储硬
盘，发现已有损坏。经专业公司技术检
测，系多次强制断电所致。经查，该园库
管员赵某某（女，45岁，河南省人，住在
监控室）感觉监控设备噪音大，经常放
学后将设备强制断电。 经鉴定部门工
作，目前已恢复约113小时视频，未发现
有人对儿童实施侵害。

针对网传涉事幼儿园“群体猥亵幼
童”等内容，经查，系刘某（女，31岁，北
京市人）、李某某（女，29岁，河北省人）
二人编造传播。刘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

共秩序已被行政拘留；李某某被公安机
关批评教育。

针对11月23日某电视台报道该幼
儿园幼儿被喂食药片的情况， 经核实，
幼儿家长苟某（男，28岁，四川省人）承
认孩子没有在园内被喂食药片，视频内
容系其在家中使用家人服用的药片，以
语言诱导方式询问孩子，拍摄后发至幼
儿家长微信群。 相关电视台记者刘某
（男，36岁，北京市人）未经采访核实，直
接从网上下载编发。

针对涉事女童家长赵某某（女，31
岁，黑龙江省人）发表的“‘爷爷医生、叔
叔医生’脱光衣物检查女儿身体”的言
论，经核实，赵某某承认系其编造。

北京警方公布红黄蓝幼儿园涉嫌伤害儿童事件调查情况

一人涉嫌虐待被刑拘，网传“猥亵、喂药”系编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