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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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1 6 5 6 9 6 3 3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0557523.16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19 5 0 5
排列 5 18119 5 0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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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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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王亮）在今
天结束的第54届世乒赛男团决赛中，中国
队3比0轻取老对手德国队，继中国女团之
后也顺利登顶。这也是中国男乒连续第9次
拿到世乒赛团体冠军。

近几年， 德国队是中国男乒的主要对
手。不过实力上德国队还是稍逊一筹，始终
无法给中国男乒带来真正威胁， 过去的四
届世乒赛团体战， 中国男乒和德国三次会
师决赛，中国男乒全部取胜。此外，中国男
乒还在伦敦奥运半决赛中以3比1击败过
德国。

本次决赛，德国队像往年一样，还是没
能给中国男乒带来任何挑战。 马龙上来就
“切了”德国一哥波尔一个3比0，樊振东再
接再厉， 以3比0拿下削球手菲鲁斯。 第三
局，许昕丢掉了第一局，但接下来连拿3分
笑到最后，帮助中国男乒顺利拿到冠军。

本届世乒赛， 中国乒乓球队优势依然
明显， 尤其是男乒可谓独孤求败。 从小组
赛到最后的决赛， 中国男乒无一例外全是
3比0取胜。

� � � � 据新华社雅加达5月6日电 当地时间
5月6日下午， 应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
多多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机抵
达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开始对
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步出舱门， 礼兵沿红地毯两
侧列队致敬。 印尼海洋统筹部长卢胡特
等政府高级官员在舷梯旁热情迎候。 中

国驻印尼大使肖千、 驻东盟大使黄溪连
也到机场迎接。

李克强表示，中国和印尼互为重要近
邻， 习近平主席2013年成功访问印尼以
来，两国积极对接发展战略，各领域合作
成果丰硕。今年适逢中国和印尼建立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 我此访是为巩固政
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增进人民友谊而

来。期待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和
各领域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李克强表示， 东盟是中国的重要伙
伴， 今年适逢中国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15周年。 中方愿同包括印尼在内的
东盟各国一道， 抓住机遇， 推动中国-东
盟关系与合作实现更大发展， 共同打造
周边命运共同体， 促进地区和平、 稳定

与发展。
访问印尼期间， 李克强将同佐科总

统举行会谈、 共植友谊之树、 见证双方
合作文件签署、 共见记者， 会见卡拉副
总统并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工商峰会。 李
克强还将到访位于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
会见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并出席中国-东盟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庆祝活动。

朝鲜谴责美国
企图再次加剧半岛紧张局势

新华社平壤5月6日电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6日表
示，在当前的朝鲜半岛局势下，美国作出的一系列刺激
朝方的行为是“意在使局势回归原点的危险企图”。

据朝中社当天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是在回答
记者就美国加大对朝打压力度的相关提问时作出上述
表示的。发言人说，最近，美国在散布错误舆论，称朝方
在《板门店宣言》中表明的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意志
是制裁打压的结果。

发言人说，美国公然宣称，不会放松制裁打压，并
向朝鲜半岛引入军事装备，直至朝鲜完全弃核。此外，
美国还热衷于反朝“人权”闹剧，企图再次加剧朝鲜半
岛紧张局势。

发言人强调，因历史性的北南首脑会谈和《板门店
宣言》的签署，朝鲜半岛局势正朝着和平与和解的方向
发展，此时任何故意刺激的行为，只能被视为是向来之
不易的对话气氛泼冷水、使局势回归原点的危险企图。

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把朝鲜爱好和平的意志误
判为懦弱，继续追求对朝打压和军事威胁，将无助于问
题的解决。

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

就朝鲜半岛问题
交换意见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日在回答
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5日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通电话时，双方就朝鲜半岛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美双方在这次通话中就朝鲜半岛问题交换了
意见。”耿爽说，杨洁篪阐述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强调中
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希望各方认真考虑中方的“双
轨并行”思路，努力保持和维护解决半岛问题的积极势
头， 在推进无核化进程中均衡解决各方合理的安全关
切，最终实现半岛和本地区的长治久安。

外交部：

在华经营外企应尊重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日表
示，在华经营的外企应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有记者问：根据报道，美方日前发表声明，对中国
有关部门要求外国企业在其网站和宣传材料中不得将
港澳台地区列为“国家”进行无端指责。请问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耿爽说，无论美方讲什么话，都改变不了世界上只
有一个中国、 港澳台地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的客观事实。

他表示， 中方将会继续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与
外国的关系。 “同时必须指出， 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
应当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遵守中国法律， 尊
重中国人民民族感情。”

周倜

将4月和5月定为“对外开放主题月”，
内场和附场免费对社会开放，长沙贺龙体
育中心近日将足球主题向公众 “敞开大
门”，再次加强了场馆的公益属性。

近日，中央财政决定2018年公共体育场
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9.3亿
元，统筹用于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
收费开展基本公共体育服务项目所需支出，
这是体育事业盘活公共体育场馆 “公共属
性”与“体育属性”的优化升级。

在鼓励体育场馆开放与利用上，我国
其实早有行动：2014年便出台《办法》着手
开展公共体育场馆财政补贴工作，但彼时
补贴发放的方式较为粗放，补助资金的安
排主要以场馆的座位数为依据，座位多则
补助多。如此一来，“守株待兔 ”的现象时
有发生，成效自然不尽人意。

如何让每一笔体育场馆补贴都“物有
所值”？ 这是全民健身新时代下衍生的一
张新考卷。此次的新规出台 ，标志着我国
公共体育场馆事业相关部门已经开始“答
卷”：改头换面后，补助资金将重点考量体
育场馆开展群众日常健身和参加体育活
动等绩效。 且在地域分布上更有针对性，
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补贴发放“区别
对待”的参照之一 ，这些都打破以往模式
化的补贴形式，更“精准”亦更“实际”。

如何平衡体育场馆的“生存需求”和“公
益属性”也将是一个答题要点。这急需要用
“钱”盘活现有场馆存量，更需要联手社会各
界尤其是体育产业部门机构， 来共同避免
违背市场运营规律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还
应摒弃之前某些地方“等补助”的思想，在
利用公共体育场馆时多办一些真正具有全
民健身功能的活动，让“真金白银”能切实
用到有需求的百姓身上。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王亮）记
者今天从省击剑协会了解到，今年8月举
办的第十三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将首次设
立击剑项目， 我省击剑专业队也在筹备
之中。

4月29日至5月1日，2018年中国击
剑俱乐部联赛长沙开福站举行，有4025
名选手参赛，湖南本土选手超过600人。
比赛中，长沙市清水塘北辰小学6年级学

生、 振翔击剑俱乐部学员尹佳琪敢打敢
拼， 拿到B组U12女子花剑个人冠军，这
也是我省选手本次比赛获得的唯一一枚
金牌。湖南选手还收获了3银4铜。

省击剑协会副主席、 秘书长任智勇
介绍，通过体教结合的模式，我省击剑运
动发展非常迅速，“击剑项目在2017年
首次进入长沙市运动会，今年将再次‘升
级’，成为第十三届省运会青少年组的正

式比赛项目。”据介绍，第十三届省运会
击剑项目将设置16枚金牌，预计将有10
个市州排队参赛。任智勇还透露，省击剑
专业队也已在筹备之中， 目标是参加
2021年第十四届全运会。

2014年，我省首家击剑俱乐部振翔
青少年击剑俱乐部在长沙创立，经过4年
的发展， 目前我省已有6家击剑俱乐部。
2017年，省击剑协会也正式成立。

当新考卷来临时
世乒赛男团决赛3比0击败德国队

中国男乒九连冠！

省运会将首次设立击剑项目

� � � � � 5月6日， 在瑞典哈尔姆斯塔德举行的2018年乒乓球世界团体锦标赛男团决赛
中，中国队以3比0战胜德国队，夺得冠军。 图为中国队队员和教练刘国正（左二）赛
后展开国旗庆祝夺冠。 新华社发

李克强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访问

� � � �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消息， 在今年4月10日第一
阶段列车运行图调整稳妥实施的基础上， 铁路部门拟
从今年7月1日起， 实施第二阶段列车运行图调整，
同时对一些高铁动车组列车票价体系进行优化完善，
折扣最高可达6.5折。 图为5月6日， 旅客在京沪高铁
河北沧州西站准备乘车。 新华社发

铁路将实施新运行图
高铁票价最高可打6.5折

省击剑专业队已在筹备

场外任意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