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驻利维和队员
获联合国和平勋章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 刘奕湛）记者1日从公
安部获悉，利比里亚当地时间11月30日，联合国驻利比里
亚特派团（联利团）代表联合国向中国第五支驻利比里亚维
和警察防暴队140名队员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以表彰
他们在维和行动中做出的突出贡献。

授勋仪式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中国维和警察防暴
队营区举行。授勋仪式上，公安部边防管理局政委牟玉昌指
出，防暴队全体队员自抵达任务区以来牢记使命，圆满完成
了武装巡逻、定点驻守、要人警卫等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
了联合国“正直、专业、尊重多元化”的核心价值观与“忠诚、
拼搏、团结、奉献”的中国维和警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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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者 刘
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前来出席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缅甸国务资政昂山
素季。

习近平表示，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执
政以来，我同你多次会面，在事关对方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彼此理解、
相互支持、协调配合，各领域务实合作取
得积极进展， 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
展的良好势头。 中国共产党与缅甸民盟
的友好关系不断向深向好发展， 为夯实
中缅关系政治基础、 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指出， 中国党和政府将一如
既往地奉行同缅甸友好方针， 从战略高
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两国关系。 我们愿同
缅方一道， 牢牢把握中缅关系发展正确
方向，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各项共识，积极
探讨建设中缅经济走廊等新的合作增长
点，推动中缅关系又好又快发展，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 希望中缅两国执政党保持

密切沟通，深化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对双边关系的
政治引领， 为建设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表示， 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
十九大对中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大会
总结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各项工作，通
过了一个凝聚全党意志、顺应人民意愿、
符合实践发展要求的政治报告， 制定了
适应时代要求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
并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
国外交努力方向。 我们愿同包括缅甸在
内的各国人民一道， 积极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昂山素季感谢中方邀请缅方出席中
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这一史
无前例的盛会。她表示，感谢习近平总书
记对缅中关系的高度重视， 我们充分感
受到了中国党和政府的真诚友好情谊，
这必将推动缅中关系更为坦诚亲密，在
缅中经济走廊等各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
合作。 缅民盟钦佩中共的执政成就和丰

富执政经验， 希望进一步深化治党治国
经验交流。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者 刘
华 许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前来出席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柬
埔寨人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洪森。

习近平表示， 洪森首相是中国党和
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真朋友。当前，中
柬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双方政治互
信不断增强，务实合作持续扩大，人文交
流日益密切，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利益。明年是中柬建交60周年，希望
双方以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推
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 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
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中柬关
系。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柬方始
终给予中方坚定支持。 中方一贯支持柬
埔寨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支持
柬政府为维护国家发展稳定所作的努
力。中方愿同柬方一道，积极拓展两国战

略合作， 发挥两党交往对两国关系的政
治引领作用，拓展务实合作广度深度，加
强防务及执法安全领域合作， 促进人文
交流，密切双方在联合国、东亚合作、澜
湄合作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和配合，携
手打造牢不可破的中柬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今年10月胜利召开。大会总结
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各项工作， 作出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
断，指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明确了
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
标。 我们愿同柬方加强相关治党治国经验
交流。

洪森对习近平得到全党全国人民拥
护、 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热烈
祝贺， 高度评价中方举办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这一全球政党盛
会。他表示，中共的治党治国经验对柬人
民党启示良多， 我们希望就此进一步深
化和中方的学习交流， 不断提升自身执
政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著作专题展销
在台北启动

据新华社台北12月1日电（记者 赵丹平 刘刚）由浙江
出版联合集团、 台湾天龙文创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的“习近平著作台北专题展销”活动，12月1日在博库书城台
北店启动，习近平总书记最新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二卷登陆台湾市场。

同时展销的还有习近平所著《之江新语》，以及《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党的十九大报告辅
导读本》《中国梦与浙江实践》等简体版图书，引发台湾民众
极大关注。

“3年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在台湾书店里销
售得很不错，这次新引进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和
《之江新语》肯定也会畅销。”天龙文创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博库书城台北店总经理沈荣裕对销售前景非常乐观。

“最近有些读者一直在询问习总书记新著何时在台湾
发售，两周之前我们联系大陆的合作伙伴，引进了200本，
很快卖光。” 沈荣裕说，“所以马上把两部著作又各进货
1000本。”

沈荣裕说，这次上架销售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
卷、《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等有关图书，都是在全岛书
店中最先上市销售的，下一步会委托台湾的经销商，向从北
到南各县市的各大书店铺货，预计销售量会逐步上升。

读者崇先生得知展销活动的消息后专程赶来。他说，大
陆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中国梦不能缺少台湾部分，“所以我听说有习总书记的著作
展销，就过来看看”。

习近平分别会见昂山素季和洪森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
院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
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
暂行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2012年
启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2016年5月
1日全面推开。营改增是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大举措， 是近年来我国实施

的减税规模最大的改革措施， 也是本届
政府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营改
增对于推动构建统一简洁税制和消除重
复征税、有效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带动
增加就业，起到了一举多得的重要作用，
既为当前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也
为今后持续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 原来实行
营业税的服务业领域已统一征收增值
税， 实质上全面取消了实施60多年的营

业税，《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
例》实际已停止执行。为依法巩固和扩大
营改增大幅减税成果， 国务院决定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同
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作相应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完
善增值税征税范围，将销售服务、无形资
产、 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规定为增值税
纳税人，并明确相应税率；根据13%这一
档增值税率已取消的情况， 将销售或进

口粮食、图书、饲料等货物的税率由13%
降至11%。同时，目前对部分行业实施的
过渡性政策保持不变。

考虑到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实际需
要，《决定》明确，对纳税人缴纳增值税的
有关事项， 国务院或经国务院同意由财
政、税务主管部门另作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
例》根据《决定》作相应修改和调整后，重
新公布。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最高法：

明确行政申请再审案件
立案程序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 罗沙）记者1日从最高
人民法院获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申请再审案件立案
程序的规定将于2018年1月1日起实施，其中对再审申请应
当符合的条件、应提交的材料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根据规定，再审申请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再审申请人是
生效裁判文书列明的当事人， 或者其他因不能归责于本人
的事由未被裁判文书列为当事人， 但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
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理再审申请的法院是作出
生效裁判的上一级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的裁判属于行政诉
讼法第九十条规定的生效裁判； 申请再审的事由属于行政
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规定提出，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对再审
判决、裁定提出申请的，以及在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
作出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决定后又提出申请的，人
民法院不予立案。

规定明确，对符合条件的再审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及时
立案， 并应自收到符合条件的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之日起五
日内向再审申请人发送受理通知书， 同时向被申请人及原
审其他当事人发送应诉通知书、 再审申请书副本及送达地
址确认书。

根据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
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申请再审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
用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再审申请人对2015年5月1日行政
诉讼法实施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申请再
审的，人民法院按两年确定申请再审的期间，但该期间在2015
年10月31日尚未届满的，截止至2015年10月31日。

� � � � 新华社华盛顿11月30日电 （记者
林小春） 由中国科学家领导的一个国际
团队30日说， 经过多年野外科考工作，
他们在新疆哈密的戈壁滩发现超过200
枚翼龙蛋化石以及大量翼龙骨骼化石，
帮助还原了这一史前“空中霸主”的发育
成长史。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研究员汪筱林等人在美国《科学》杂
志发表报告说， 这次发现的标本由三块
可互相连接的沉积砂岩块组成， 已暴露
的翼龙蛋化石就有215枚， 推测总数可
达300枚，同时还有十余个头骨和下颌，
以及数量众多的头后骨骼。

“在距今约1.2亿年前的白垩纪，哈
密地区是一个大型的湖泊， 翼龙就生活
在湖边， 而现在那里是一片茫茫戈壁。”
汪筱林告诉记者，“我们根据化石埋藏状
态和地层及沉积学特征认为， 是多次的
湖泊风暴将这些翼龙和岸边的翼龙蛋卷
到一起，经过短距离搬运后快速埋藏，形
成目前分散保存但非常完整的骨骼以及
聚集在一起的大量翼龙蛋。”

翼龙是地球上第一类飞向天空也是

迄今唯一灭绝的飞行脊椎动物， 全世界
范围内翼龙化石十分稀少， 翼龙蛋仅发
现11枚，其中含胚胎的只有3枚，都是以
被压扁的二维形式保存。 此次已确认的
含有三维胚胎的翼龙蛋共16枚， 是全世
界首次发现三维翼龙胚胎。大量翼龙蛋、
胚胎和头骨等化石的发现， 表明翼龙有
群居习性。

进一步研究显示，翼龙后肢发育较前
肢早，在胚胎发育阶段已具有发育基本完
全的大腿骨，说明其出生后就具有地面行
走能力，但与飞行相关的前肢骨骼却未完
全发育， 说明刚出生还不具有飞行能力；
同时牙齿也发育较晚，意味着翼龙出生后
可能还需要父母的照顾或喂食。

总的来说，翼龙是早熟型的，但不如
之前有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早熟， 并不
是出壳不久后就能够飞行。

汪筱林说：“这个研究的重要之处在
于两点： 一个是把翼龙蛋和胚胎的数量
提升一个量级； 另一个填补了对翼龙胚
胎阶段了解的空白。”

右图为哈密翼龙生态复原图。
新华社发

中国发现
史前翼龙“伊甸园”

揭秘翼龙生命史

瑞典冰球协会
访问长沙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通讯员 王萍
记者 王亮） 瑞典冰球协会代表团11月30
日来到长沙步步高梅溪新天地欧悦真冰
场，考察湖南冰球运动发展情况，并与省体
育局、步步高梅溪新天地、步步高欧悦真冰
场就合作进行了交流。

冰球项目集观赏性、竞技性、团队协作
性于一体，是最受欢迎的冰雪项目之一。近
几年，我省冰雪运动也逐步发展起来，省内
多地建成了滑雪场， 长沙市出现多块真冰
场， 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了解并喜爱上冰
雪运动。

今天，瑞典客人先来到欧悦真冰场，与
正在训练的小球员进行了交流， 瑞典冰球
协会教育指导及管理指导Stefan还走下冰
场，指导小球员的技术动作练习。

随后的交流会上， 瑞典冰球协会中国
区负责人Mikael表示， 瑞典有庞大的冰球
运动资源和丰富的赛事经验，在普及培训、
人才引入、赛事引进上，与湖南有很广的合
作空间。省体育局副局长苏健全表示，非常
期待与瑞典冰球协会的合作， 相信湖南的
冰雪项目也能走上一个“快车道”。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141 4 4 6 0 5 0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2� 17329715.17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28 6 2 1
排列 5 17328 6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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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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宣布
明仁天皇后年春退位

据新华社东京12月1日电（记者 王可佳）日本政府1日
上午组织召开皇室会议， 就天皇退位时间进行了讨论。会
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会议决定将明仁天皇退位时间
定于2019年4月30日。

据共同社报道， 会议还决定皇太子德仁将于明仁天皇
退位次日，即2019年5月1日即位，并从这一天起施行新的
年号。日本政府将于8日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规定这一
退位时间的具体行政令。

安倍在会后表示， 明仁天皇将成为日本皇室近200年
来首位实现“生前退位”的天皇，政府将根据皇室会议的意
见加快制定有关退位时间的具体行政令内容， 尽力实现皇
位平稳传承。

明仁天皇生于1933年12月23日，1989年1月7日继位，
是日本第125代天皇，年号平成。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最悬疑：D组貌似“死亡之组”
由于本次世界杯抽签办法进行了

调整，“死亡之组”出现的可能性大大
降低。

拥有阿根廷、克罗地亚、冰岛、尼日
利亚的D组实力接近， 貌似“死亡之
组”。对种子队阿根廷来说，其他几支球
队都不好惹。

克罗地亚是世界杯传统劲旅，技术
好、战术素养高；非洲雄鹰尼日利亚从
来不是软柿子，就连新面孔冰岛也不容
小觑。D组之所以备受关注， 正是因为
平民球队冰岛。自去年在欧洲杯上大放
异彩后，冰岛在俄罗斯世界杯欧洲区预
选赛再次一鸣惊人， 成功闯入决赛圈。
明年世界杯赛场还会响起维京狮吼吗？

B组竞争也激烈，种子队葡萄牙遭
遇西班牙， 同组中还有摩洛哥和伊朗。

西班牙和葡萄牙上次在大赛中交手是
2012年欧洲杯，当时两队90分钟战成0
比0，点球大战西班牙4比2获胜。

最开心：A组东道主上上签
当A组的4支球队出炉后， 抽签现

场立刻响起一片掌声，东道主俄罗斯与
沙特、埃及以及乌拉圭同组。

客观而言， 此组没有绝对的豪门，
这也让4支球队都有机会打响自己的

“小算盘”。一方面，实力稍强的东道主
俄罗斯、 劲旅乌拉圭面对的挑战比较
小。另一方面，埃及和沙特从小组突围
的可能性也不小。4支球队中，最开心的
应该还是俄罗斯。作为东道主，他们的
压力是最大的，A组形势让他们晋级淘
汰赛的把握大增。

此外，C组的法国和E组的巴西也
会比较开心，因为对手的实力只够陪他
们“热身”。

最郁闷：亚洲球队期待突围
亚洲球队中，A组的沙特抽签最理

想，C、H组实力也较均衡， 澳大利亚和
日本都有拼下一场的机会。

最难的就是伊朗和韩国。伊朗不小心
与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在一组，晋级大门基
本已经关闭。韩国更加难受，德国、墨西
哥、瑞典，对他们而言个个都是“怪物”，韩
国想赢一场，甚至进一球，都非常困难。

俄罗斯世界杯分组如下：
A组：俄罗斯 沙特 埃及 乌拉圭
B组：葡萄牙 西班牙 摩洛哥 伊朗
C组：法国 澳大利亚 秘鲁 丹麦
D组：阿根廷 冰岛 克罗地亚 尼日利亚
E组：巴西 瑞士 哥斯达黎加 塞尔维亚
F组：德国 墨西哥 瑞典 韩国
G组：比利时 巴拿马 突尼斯 英格兰
H组：波兰 塞内加尔 哥伦比亚 日本

� � � �北京时间12月2日凌晨，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抽签结果揭晓， 东道主俄罗斯
抽中上上签， 阿根廷面临混战———

东道主鸿运当头，阿根廷身陷重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