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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王亮） 12月2日， 历时5个
月、 120场激战， 2017“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杯” 湖南省直
机关第一届足球联赛闭幕， 省财政厅队捧得桂冠。

本次联赛由省直单位职工文化体育协会主办， 湖南体育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湘体盛世体育文化服务有限公司承
办。 赛事今年7月在长沙启动， 省纪委、 省教育厅、 省财政
厅等16家省直机关、 企事业单位约800名足球爱好者走上球
场， 享受足球的激情。 省财政厅队发挥出色， 取得12胜2平1
负的战绩， 荣膺冠军。

省直足球协会主席、 湖南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彬表示：“联赛带动了诸多单位职工及其家人参与体育运动的热
情。明年的规模会更大，比赛会更精彩。”

本届联赛也通过“运动猿”APP开展网络评选活动，省地
方税务局及其球员旷野分获最佳人气团队和最佳人气球员，
最佳人气队长是省国税总局的侯钧。

省直机关首届足球联赛闭幕

� � � � 12月3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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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在益阳市举行。来自全省10个
市州、5000多人参与其中———

� � � � 拉拉操、呼啦圈、平板支撑、投篮等项目“你方唱罢我登
场”。12月3日，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在冬日中格外热闹，一场
盛大的全民健身总决赛开展如火如荼。

关注率挑战、众跑挑战赛、融合关爱跑、广场舞挑战赛、拉
拉宝贝挑战赛五项“城际对决”，投篮王、垫球王、颠球王、平板
王、呼啦圈王、跳绳王、踢毽王7个赛事的“单项挑战王对决”，
来自全省10个市州、5000余名草根运动达人“玩”得尽兴。

“我是冠军！8分钟1078个！”新邵小伙子刘辉辉在3日的
“颠球王” 比赛中， 以高出第二名165个的成绩收获冠军。“好
险！预赛时只颠了660个，差点以为自己要提前出局了。”回过
神来，这个16岁的足球小子告诉记者，他在10岁开始学习足
球，是校足球队一员。

随着今年活动规程的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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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在益阳举行的总
决赛。一个多月前，刘辉辉夺得邵阳全民健身挑战日“颠球挑
战王”，“今天我不仅代表自己，更代表家乡来挑战，从没有过
这种荣誉感，特别自豪。”

有人为家乡争夺荣誉，也有人虽然连参赛资格都没有，却
也因参与其中收获了满满的开心， 益阳的刘群成便是其中一
员。与前两个月记者在“全民健身节”现场见到他时一样，今天
的刘群成依然没有参赛，仍和朋友们踢着毽子，悠然自得。

“你看我这次是不是比上回踢得更‘溜’了。”老家远在东
北的刘群成操着改不掉的乡音跟记者“唠嗑”。原来，刘群成今
天是陪老友阎长明来参赛的， 阎长明在今天的踢毽王比赛中
一口气踢了312个，得了冠军。“老阎技术好，我跟过来学习学
习。”爽朗的刘群成快人快语：“在我看来，草根玩体育，开心才
是硬道理。”说罢，他忍不住给记者演示了几招，小小的毽子在
空中飞来飞去，刘群成一板一眼，满是认真和专注。

整个上午，城市与城市间的角逐轮番展开，达人与达人间
的“较量”让人目不暇接。最终，“城际对决”方面，东道主益阳
市获得广场舞、关注率、拉拉宝贝操3项冠军，郴州市获得融合
关爱跑冠军，湘潭、岳阳分获众跑女子、男子组冠军。“单项挑
战王对决”方面，益阳队赢得投篮挑战王、气排球垫球挑战王、
呼啦圈挑战王、踢毽挑战王4个单项冠军，邵阳队收获足球颠
球挑战王、跳绳挑战王两项桂冠，平板挑战王被郴州队夺得。

城际对决大“聚会”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142 5 1 9 9 8 2 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14868407.22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30 3 8 5
排列 5 17330 3 8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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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荨荨（紧接1版） 中国愿同各国一
道， 顺应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历史
机遇， 以数字经济为重要驱动力，
推动网络空间开放、 合作、 交流、
共享，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
同体。 要鼓励创新创造、 增强发
展活力， 促进开放合作、 拓展发
展空间， 推动包容共享、 夯实共
赢基础， 强化协同联动、 凝聚互
动合力， 促进安全可控、 构建良
好秩序， 建设安全稳定繁荣的网
络空间。

黄坤明在开幕式上宣读了
习近平的贺信。

泰国副总理巴金·詹东、 蒙古
国副总理恩赫图布辛、 联合国副
秘书长刘振民、 苹果首席执行官
蒂姆·库克、 思科首席执行官罗卓
克、 互联网之父罗伯特·卡恩、 阿
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等分别在
开幕式上致辞。

当天， 王沪宁还会见了出席
大会的中外嘉宾代表， 参观了互
联网之光博览会。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2月3
日至5日举行， 主题为“发展数字
经济 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来自五
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
表、 国际组织负责人、 互联网企
业领军人物、 互联网名人、 专家
学者等共1500多名嘉宾参加大会。

� � �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世界互联网又一次进入了乌镇时间。

“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进入关
键时期，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日益
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我们倡导‘四
项原则’、‘五点主张’， 就是希望与国际
社会一道， 尊重网络主权， 发扬伙伴精
神，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做到发展
共同推进、 安全共同维护、 治理共同参
与、成果共同分享。”

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第四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的贺信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
起热烈反响。

中国理念，为世界提供新路径

“‘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
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习近平主席以

‘四个共同’简明、通俗、扼要地为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指明了路径，这是对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
体重要论述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说。

“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
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萌发，为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互联网发展也给
世界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带来许多新
的挑战。”在贺信中，习近平主席对世界互
联网发展形势的深刻洞悉和判断，获得了
中外与会嘉宾、业内人士的高度认同。

“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
22万亿元人民币， 总量跃居全球第二，
占GDP比重超过30%。”听完习近平主席
的贺信，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
院长杨学成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看到，
互联网自身的发展正在改造整个传统产
业，我们迎来了数字、数据、信息技术的
新时代，跟经济、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
深度融合，伴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发
展，技术对传统领域的改革正在加速。”

互联网在飞速发展的同时， 也给世

界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带来许多新
的挑战，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作出判断，

“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进入关键时
期”。

对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执行主任
法图玛塔·恩达耶说：“在全球互联网治理
体系变革的关键时刻，没有人可以旁观，大
家应该携手，共同应对挑战，共享成果。”

中国经验，为世界注入新活力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出，“中共十九
大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
纲领和发展蓝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
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发展数字经
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前来参会的英国PA图像常务董事斯
蒂芬·芒迪，在乌镇欣喜地看到了数字经济
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20年前我曾经
来过中国，现在已经很难辨认出过去的痕
迹。最有趣的是，我看到如今数字经济在中
国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并越来越多地
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斯蒂芬·芒迪说。

从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到共享单车、
快递送餐……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不仅为
中国百姓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也为世界
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从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中我看到中
国发展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的决心和举
措，令人振奋。”Airbnb爱彼迎联合创始
人、首席战略官及中国区主席内森·布莱
查奇克说， 中国从国家领导人到各级政
府所持有的这种开放和扶持的态度，鼓
励了互联网及数字经济行业和企业的积
极创新，使得中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也
增强了我们加大在华投资信心， 为我们
深耕中国市场提供了机遇和保障。

“习近平主席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将进入快车道，这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
责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刘

烈宏说， 我们希望企业之间能够联合起
来建立行业自律规范， 推动数字经济法
律法规建设和完善， 为打造支撑数字经
济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共同努力。

摩拜单车联合创始人兼CEO王晓峰
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
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为我们今
后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共享经济已
经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点，我们将抓住
这一机遇，让更多人加入简约、绿色、低碳
的出行生活方式，享受数字经济发展带来
的便利。”

中国愿景，为世界擘画新蓝图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希望大家集思
广益、增进共识，深化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交
流合作，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造福世界
各国人民。

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研究所所长秦安
说：“要实现这一美好愿景，我们必须理解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把
握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才能让更多人在
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拥有更多获得感。”

中国的愿景，也是世界的希望。
“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

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
的快车。在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之后，我
们希望泰国能沿着数字‘丝绸之路’，与
中国一道共享互联网发展的成果和幸
福。” 泰国立法会秘书长万洛比埃·翁哥
欧对此充满信心。

塞尔维亚贸易旅游与通信部国务秘
书塔提亚娜·马迪奇表示，我们相信这是
全球网络空间政策新的开始， 所有的国
家都要参与其中才能够实现共同的利
益，才能更加有效、安全和公平地利用新
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成果。

“今天的互联网企业是时代的宠儿。
互联网企业从未遇到过如此机遇， 更重
要的是， 我们应该担当起从未遇到过的

巨大责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呼
吁，我们要共同行动起来，一起打造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一同进入到新的共享、
普惠、绿色的时代。“因为只有这样，人类
社会才会更好、 才会更持久、 才会更健
康。” （据新华社杭州12月3日电）

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
———习近平主席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引起与会中外嘉宾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