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记者 王亮）12月10日，世界大学
生电子竞技联赛（WUCG）全球总决赛在山东章丘落幕。在
《DOTA2》项目中，来自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September战
队以2比0击败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USN战队，获得冠军。
我省另一支战队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GY战队以2比0战胜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TNT战队，获得《王者荣耀》男
子组第一名。

世界大学生电子竞技联赛 （WUCG） 的前身是2016年
创办的中国大学生电子竞技联赛 （UCG）， 是目前世界范
围内最有影响力的高校电竞赛事之一。 本次总决赛设
《DOTA2》《英雄联盟》《王者荣耀》3个项目， 有来自中国、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美国、 塞尔维亚等国家和地区的
大学生电竞战队参赛。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DAPE电子竞技协会会长彭瀚生介
绍，September战队平时训练主要在学校附近的网吧， 利用
课余时间进行。“我们不是职业选手，但我们很享受参与的过
程。这次夺冠，是对队员平时刻苦训练的最好回报。”

世界大学生电子竞技联赛全球总决赛

我省两支战队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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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2月11日同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
弗利卡互致贺电， 祝贺阿尔及利亚一号
通信卫星在西昌发射成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阿尔及利亚一
号通信卫星项目是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的重要体现，开创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

开展航天领域合作的成功先例，将为推动
阿尔及利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进
步发挥重要作用。明年是中阿两国建交60
周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努力，加强各领
域交流合作，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布特弗利卡在贺电中表示， 阿尔及

利亚一号通信卫星成功发射是阿中两国
航天合作的重大成就， 体现了双方深厚
的传统友谊。 阿方愿同中方共同推动各
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据新华社西昌12月11日电 （李国利
赵金龙）11日零时40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将

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
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是中阿两
国航天领域的首个合作项目，也是阿尔及
利亚第一颗通信卫星，将主要用于阿尔及
利亚的广播电视、应急通信、远程教育、电
子政务、企业通信、宽带接入等领域。

习近平同阿总统互致贺电庆祝
阿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发射成功

检察机关依法决定
对孙政才立案侦查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最高检11日
消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
法对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
原书记孙政才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
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 � � � 由中工国际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中工国际）
总承包建设的白俄罗斯
大型纸浆厂日前开始连
续生产，标志着该项目正
式投产。这是继中白工业
园项目之后，该公司在白
俄罗斯建设的又一重要
项目。 这是2017年8月
30日拍摄的白俄罗斯斯
维特洛戈尔斯克纸浆厂。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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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431722477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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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8 2 7 9
排列 5 17338 2 7 9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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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45 04 07 17 18 19 03+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2

10000000 20000000

120000006000000

� � � �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1日电 （记者
邱冰清 蒋芳）11日， 国家档案局局长李
明华、 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等人共同按
下启动按钮，《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
屠杀档案》线上线下全球首发。

《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
案》汇编分为7辑，共20册，另有总目1册。
其内容既有日方加害者的记录， 如20世
纪50年代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战犯供
词；也有英美等国第三方人士的记录，如
鼓楼医院行政主管麦卡伦在南京大屠杀
期间的英文日记； 更有中方受害者的血
泪控诉。

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入
选《世界记忆名录》。为有效保护并合理
利用珍贵档案，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
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7家
单位， 对各馆所藏南京大屠杀档案进行
整理与数字化，并创建数据库。

《世界记忆名录
———南京大屠杀档案》
线上线下全球首发

新
华
简
讯

� � � � 俄罗斯总统普京11日在俄罗斯
驻叙利亚赫迈米姆空军基地说，他已
下令俄罗斯开始从叙利亚撤军。

普京说：“我对国防部长和武装
力量总参谋长下达了指令，要求军队
开始撤回原驻地。”他还强调，如果恐
怖势力在叙利亚再次抬头， 俄方将
“对他们实施前所未见的打击”。2015
年9月， 俄罗斯应叙利亚政府邀请开
始对叙极端主义势力进行军事打击。

(均据新华社12月11日电)

� � � � 民政部联合财政部安排下拨
2017-2018年度中央冬春救灾资金
57.275亿元，帮助各地灾区统筹解决
今冬明春受灾群众口粮、衣被取暖等
困难，妥善保障受灾群众冬春期间基
本生活。民政部要求各地严格执行救
灾资金按比例分担机制，优先加大本
级冬春救灾资金投入，简化资金拨付
手续和办理程序，加快冬春资金拨付
进度，开展专项检查督查，杜绝资金
截留、发放迟缓或沉淀不用。

冬春救助 下令撤军
普京下令俄罗斯从叙利亚撤军中央下拨资金57亿余元

� � � �记者11日获悉， 司法部日前印
发并施行了《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
规定》。根据规定，辩护律师会见被立
案侦查、起诉、审判的在押罪犯时，不
被监听，监狱不得派警察在场。司法
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种情况适用于
律师会见狱内又犯罪或者有漏罪的
在押罪犯。这与刑事诉讼法、律师法
等法律中关于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
疑人不被监听的规定形成呼应。

司法新规
� � � �司法部新规保障律师监狱
会见权，会见在押犯时不被监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