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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国务院研
究室副主任韩文秀20日在国新办举行
的吹风会上表示，全国两会期间，代表
委员深入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许
多好的意见建议。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共
修改86处，吸收、涵盖了大部分意见，有
的一处修改综合吸收了多条意见。

韩文秀介绍，此次修改主要集中在
四个方面：

一是对过去5年历史性成就的补充建

议，如在改革开放成就方面，补充了“主要
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在人民生活
改善方面，补充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

二是对过去5年政府工作总结的补
充建议， 如在坚持创新引领发展部分，
补充了“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在坚
持全面深化改革部分，补充了“稳步推
进教育综合改革”； 在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部分，补充了“强化基层
公共文化服务”等。

三是对2018年工作建议的补充建
议。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的补充建
议， 如在发展壮大新动能部分， 补充了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建设智慧社会”
等；对改革开放内容的补充建议，如补充
了“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提高边境、跨境
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等；对民生工作的
补充建议，补充了“重视对幼儿教师的关
心和培养”“加大医护人员培养力度”等。

四是使语言表述上更加完整的建

议。如在深化“放管服”改革部分，将“全
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改为
“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制度”等。

韩文秀说，通过这些修改，报告更
好地体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更好贯彻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更好地吸收了代表委员的意见建
议，更好地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有利于
更好地凝聚共识、推动工作。

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共修改86处

健步走 为公益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开展“邮爱公益一周年”活动

� � �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王亮 蔡
矜宜）3月21日19时35分， 中国足协U21
选拔队将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迎战塔吉
克斯坦国家队， 拉开一周三赛的系列友
谊赛序幕。今天，中国足协U21选拔队教
练组组长孙继海接受采访表示：“希望通
过更多的比赛，选出优秀的苗子，更全面
地备战东京奥运会预选赛。”

3场友谊赛， 中国足协U21选拔队
首战对阵塔吉克斯坦队，余下两场比赛
分别在3月24日和27日进行， 对手是泰
国U21和叙利亚U23队。

据了解， 足协U21选拔队教练组和
队员于18日陆续抵达长沙。 今天的赛前
踩场训练中， 队员们精神饱满、 积极活
跃，氛围也很轻松。孙继海接受媒体采访
表示：“球员们积极性很高， 相信会给球
迷呈现出最好状态。希望通过比赛，给适
龄球员更多机会，让教练更了解球员。”

作为U21选拔队，队员都是东京奥
运会适龄球员，“选拔” 用意不言而喻。
孙继海介绍，“目前有多支选拔队在备
战东京奥运会足球预选赛，这是中国足
球的新尝试。组建不同的球队，是希望
更多好苗子有锻炼和发挥的机会，从而
更全面地备战奥运会。” 关于何时正式
成立国奥足球队，孙继海没有回答。

省第九届民运会
会徽吉祥物发布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陈昊
通讯员 张军）3月19日， 湖南省第九届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组委会对外
发布了会徽和吉祥物。

会徽、 吉祥物极具土家族民族特色。
会徽围绕数字“9”进行视觉设计，融入了
圣火、龙头、LS（龙山）、土家织锦等龙山元
素，以红、黄、绿、蓝为主要颜色，体现了龙
山的民族文化和龙山人民对各地运动健
儿的欢迎，彰显了“龙山缘民族情中国梦”
的主题。吉祥物“卡卡”则是以“龙”为设计
原型，结合土家族民族传统服饰，塑造了
一个可爱的卡通形象，体现了龙山人的青
春活力和奋斗拼搏的精神面貌。

第九届省民运会将于10月16日至
20日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
举行，这是省民运会首次在县级城市举
办。赛事的组织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进
行，主会场龙山县体育中心的建设工作
预计将于5月竣工并交付使用。

运动会共设高脚、秋千、板鞋竞速、
射弩、陀螺、蹴球、押加等9个竞赛项目和
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等3类表演项目。

� � � �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通讯员 陈晓红）今天，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湖南省分行邮爱公益“健步走”活动在湖南烈士公园举
行。200多名邮储员工沿着年嘉湖疾行， 通过健步走的形式向
市民宣传“邮储银行公益日”和“邮爱公益基金”，让更多的人
加入公益队伍。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邮爱公益
平台”和“邮爱公益基金”于去年3月20日成立，并将每年的3月20
日设立为“邮爱公益日”。一年来，“邮爱公益基金”已在全国34个
贫困县的高中开设“邮爱自强班”，资助1700名贫困高中新生，向
300余名考入大学的贫困高中毕业生发放“邮爱奖学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南省分行负责人介绍，3月20日至3月
31日期间，将持续开展公益募捐活动，通过邮储银行、腾讯公益
和扶贫基金会三家联合开展，采取腾讯公益平台的“一起捐”方
式，展开“邮爱公益基金”的募捐。

U21国足今日“亮相”贺龙
●为东京奥运会预选赛选拔队员

●首场迎战塔吉克斯坦

� � � � 3月20日下午，长沙贺龙体育中心，中国男足U21选拔队在进行赛前训练积极
备战，孙继海（右四）场边监督，现场气氛轻松。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记者20日从财政部了解到，2018
年，财政部将力争年内完成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契税法、资
源税法、消费税法、印花税法、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关税法、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等法律、 行政法规的部内起草工
作，及时上报国务院。

财政部条法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2018年， 财政部将以加
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 坚持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
法立法。

根据当日公布的2018年财政部立法工作安排， 财政部还
将力争年内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修订政府采购信息
公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积极开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财政转移支付条例、企业国有资
产基础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制定或修订工作，适时上
报国务院； 开展财政预算评审操作规程等部门规章的起草工
作，适时发布实施。

此外，今年，财政部也将对土地增值税法、政府采购法（修
订）、政府债务法、国家金库条例（修订）、财政资金支付条例、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修订）等法
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财务通则（修订）等部门规章进行立法
研究，争取尽早形成一定的立法成果。

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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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31 3 7 0 8 6 8 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3545224.0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072 4 1 2
排列 5 18072 4 1 2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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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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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莫斯科3月20日电 据克
里姆林宫20日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
普当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祝
贺普京赢得总统选举， 两人就加强两
国务实合作以及叙利亚和乌克兰等问
题交换了意见。

克里姆林宫官网当晚发布消息
说， 应美方提议， 普京与特朗普通电
话。 特朗普在电话中祝贺普京赢得选

举， 并与其探讨了如何发展各领域务
实合作， 包括保障战略稳定和打击国
际恐怖主义问题等。 双方强调， 必须
协同努力抵制军备竞赛。

普京和特朗普同意继续发展双边
接触， 并研究可能举行两位总统会面
的问题。

普京和特朗普还讨论了叙利亚和
乌克兰问题， 双方表示应尽快推动出

台对策。 两人还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缓
和表示欣慰， 强调应继续以和平、 外
交手段解决这一问题。

在交换意见过程中， 双方都对加
强两国的经济合作表示了兴趣， 其中
涉及能源领域的合作。

克里姆林宫说， 这次通话具有建
设性， 旨在克服俄美关系累积的问
题。

特朗普祝贺普京胜选
探讨加强两国合作

法国前总统
萨科齐遭羁押

� � � �新华社特稿 法国司法部门消息人士
说， 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涉嫌2007
年竞选法国总统前夕收受利比亚前领导
人卡扎菲及其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
菲提供的政治献金， 20日上午被羁押在
法国首都巴黎以西楠泰尔警察局。

法国媒体最早于2013年曝光卡扎菲
政权涉嫌非法资助萨科齐竞选的丑闻，法
国司法部门同年启动调查。

力争年内完成个人所得税法
（修订）、契税法等部内起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