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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4407904079.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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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47 0 3 7
排列 5 17347 0 3 7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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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49 10 18 19 25 26 04+1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10000000 10000000

00

� � � �一次对话会，回声久不息。
连日来，国际舆论持续对月初举行

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作出积极反应。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
利奥·里奥斯近日表示， 这一对话会强
调中国国内议程与国际议程之间的相
互依赖性，通过的《北京倡议》是对“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忠实反映。

里奥斯此言源自他对中国共产党
宏伟抱负的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12月1日在对话会上强
调：“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
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
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此前
一天，他在会见出席“2017从都国际论坛”
外方嘉宾时指出，中国梦汇聚了中国人民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
共同体汇聚着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
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

中国梦， 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犹如灯塔一般，中国
梦为中华民族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人类命
运共同体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照亮了
前行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两个“最
大公约数”相提并论，足以说明它们统一
于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之中。

两个“最大公约数”相得益彰，交相辉
映。推动实现中国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强烈历史责任感；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的大胸怀、大担当、大作为。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
党， 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
和平与发展。”“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
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
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
界。”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道出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力量源泉。

实现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既互为条件，又相互促进。

一方面，实现中国梦，需要一个健康的
国际环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
为中国发展营造越来越好的外部条件。历史
证明，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取得的巨大成
就， 离不开一个总体保持稳定的国际环境，
离不开来自外部的支持与合作。 国际市场、
国际投资以及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
都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另一方面，推动实现中国梦，有助
于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步伐。世
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从2013年到2016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
达到30%以上，货物进出口总额世界第
一， 未来5年进口总额将达到8万亿美
元， 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
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惊人的数
字中，蕴含着给世界的巨大机遇。

长期以来，中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大量无偿援助、优惠贷款，提供

了大量技术支持、人员支持、智力支持，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成了大批经济社
会发展和民生改善项目。可以说，中国
发展得越好，就越有能力塑造和影响世
界，为国际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当前， 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
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在安全
领域，恐怖袭击扩散蔓延，核不扩散面临挑
战， 地区冲突此起彼伏， 难民问题持续发
酵；在经济领域，增长动力依然不足，贸易
保护主义不时抬头；在发展领域，国家间和
地区间的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 贫富差距
的鸿沟远未弥合；在环境领域，美国单方面
退出《巴黎协定》，国际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任重道远……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给出的这一困
扰世界问题的解决答案。

两个“最大公约数”唱出了中国人民和
世界人民心中的美好愿景。 梦想不会一蹴
而就，中国人民将同世界人民一道，久久为
功，携手圆梦。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奏响两个“最大公约数”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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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国土资源部制定的《城市公共体育场馆用地控制指标》 20
日对外公布。 指标明确了城市公共体育场馆建设的土地使用标
准和节约集约用地要求， 将自2018年1月1日起实施， 有效期8
年。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司长郑凌志20日在国土资源部
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 目前城市公共体育场、 体育馆、
游泳馆的建设用地标准尚属空白且需求迫切， 指标的发布进一
步完善了体育领域的土地使用标准体系。

《城市公共体育场馆用地控制指标》明年起实施
完善体育领域

土地使用标准体系

� � � � 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日以互换照会方式再次修订
《中阿关于互免持外交护照人员签证的谅解备忘录》， 将两国持
普通护照人员纳入免签范围。 由于此前阿联酋已经对中国持普
通护照人员开放免签， 此次修订意味着中国同样给予阿联酋公
民免签待遇。 该修订自2018年1月16日起生效， 阿联酋由此成
为第11个与中国互免普通护照签证的国家。

中国和阿联酋
实现两国公民互免签证

� � � �12月19日， 王炳忠等四位新党人
士住所遭台湾警调部门搜查、 人被带
走一事震动海峡两岸。 主流舆论一片
哗然，社会各界皆感愤慨。几位主张两
岸和平统一的台湾热血青年何以遭此
蛮横对待，岛内负责任的媒体、人士和
众多网友都看得清楚明白：“绿色恐
怖”的幽灵之手正笼罩台湾社会。

众所周知，新党1993年创党以来，
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旗帜鲜明反
对“台独”、主张两岸和平统一。就在不
久前，新党组团到大陆访问，相关报道
广泛见诸两岸媒体。 而回到台湾不过
几天，王炳忠等人就被以疑涉所谓“安
全法”为由搜索调查，无怪乎岛内诸多
观点纷纷质疑 “时间点匪夷所思”，许
多评论更直接揭破谜底： 这是民进党
当局整肃异己的“政治追杀”。

民进党“沉迷”于政治操弄已不
是什么新鲜事，早就是其“党性”的一
大特质。重新上台不到两年，民进党
当局的表现充分证明其秉性何其顽
固，心思都放在如何“追杀”政治异己
上了，哪有工夫顾及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怪不得民怨四起。

民进党“情有独钟”的政治操弄也

不复杂， 甚至就是简单粗暴的———谁
支持两岸统一就斗谁， 谁和大陆走得
近就找谁麻烦。2016年5月以来，民进党
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
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
础，造成台湾经济民生受损，还纵容、
助推“去中国化”等“台独”分裂活动，限
缩两岸经济社会交流合作， 修法管制
岛内人士来大陆参访交流， 桩桩件件
历历在目， 以至如今的新党人士被调
查事件可谓“不足为奇”了。

民进党在统“独”议题上进行操
弄已然“成瘾”。各方观点认为，此次
新党人士被调查事件恐将造成“寒
蝉效应”， 让希望积极参与两岸交
流合作的岛内团体和人士 “望而
却步 ”———在21世纪的当下， 台湾
民众家里有人民币的，有简体出版物
的，有和大陆往来记录的，得小心啊。

老话说得好，人在做，天在看，公道
自在人心。 广大台湾同胞当擦亮双眼，
明辨是非，那种标榜“民主进步”的“绿
色恐怖”要将把台湾社会撕裂到何种程
度，那种打着“转型正义”旗号的掌权者
要将把台湾“转”向何方，又让“正义”何
在？！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说说“绿色恐怖”的幽灵

� � � � 据新华社北京/台北12月20日电 针对19
日王炳忠等四位新党人士住所被台湾警调部
门搜查、人被带走一事，多位两岸学者20日接
受记者采访表示，民进党当局藉司法之名，打
压反“独”促统力量，对两岸关系造成非常负
面的影响，其逆潮流而动，终将自掘坟墓。

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相平说，民
进党当局感受到两岸青年交流交往热度不减，
对他们的统治和利益形成挑战，通过“修理”标
志性青年人物的方式， 阻挡两岸青年交流趋
势，“这是一种政治迫害”。他认为，涉事新党青
年大学毕业后未在公务部门工作过， 不相信
他们能接触到什么机密，更谈不上泄密。

刘相平表示， 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
动，权力在手就高举“绿色恐怖屠刀”，但
未来刀最终还是会砍向他们自己。“当政
者应凭良心做事，不应罗织罪名，构陷他
人。”刘相平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
终实现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是任何小
动作都阻挡不了的。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教授唐永红指
出，新党反“独”促统立场鲜明，年轻党员言

辞犀利，一直被民进党视为“眼中钉”。民进
党当局不希望以新党为代表的支持统一力
量壮大，因而采取行动，阻止刚从大陆交流
回台的新党党员发表两岸交流最新成果。这
让台湾民众看到了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
流的本性。唐永红表示，民进党一贯不承认两
岸同属一个中国，切割两岸联系，强化“台独”
意识，削弱支持统一的力量。过去，民进党标
榜坚持所谓“民主自由”，此事件让台湾民众
更清晰地认识其本质，其所作所为就是“绿色
恐怖”，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台湾屏东科技大学副教授林信雄说，此事
件的发生令人毛骨悚然，警调部门的手法太粗
糙、粗鲁，坐实了民进党当局在搞“绿色恐怖”。
此事件会产生“寒蝉效应”，让更多民众在与大
陆交往时担心害怕，台湾民众不应沉默，一定
要让当局把事情讲清楚。

此外，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发表
声明表示，对此事件，除感到痛心与担心“白
色恐怖复辟”外，也谴责民进党当局右手打
着“转型正义”的旗号，左手挥舞着砍人头的
安全法规，嘴里高声呼喊“人权”。

两岸学者评新党人士被调查事件：

民进党当局逆流而动
终将自掘坟墓

时评

（均据新华社电）

� � � � 2017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颁奖典礼20日在北京举行，
游泳运动员孙杨成为最大赢家，将最佳男运动员和最具人气
男运动员奖收入囊中。

最佳女运动员奖项颁发给了乒乓球运动员丁宁。排球运
动员惠若琪则获得最具人气女运动员奖。 在今年花滑世锦
赛上荣获冠军的隋文静/韩聪获得最佳组合奖。

2017中国十佳劳伦斯
孙杨揽两项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