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跆拳道大奖赛
衡阳分区赛收官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通讯员 陈放
记者 王亮）13日，2018年湖南省跆拳道大
奖赛衡阳分区赛顺利收官，本次比赛有来
自衡阳的26支代表队、549名选手参加。

本次分区赛设品势、 竞技两个项目，
最终天演力奥馆成为最大赢家， 包揽品
势、竞技的团体第一，并成为团体总分冠
军。本次衡阳分区赛由湖南省跆拳道运动
协会主办， 衡阳市贝吉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 湖南兴运达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承办。
2018年湖南省跆拳道大奖赛共13个分区
赛，衡阳站是第5个进行的分区赛。

美国务卿：

如朝鲜弃核
美将解除经济制裁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3日电 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13日表示，如果朝鲜能够完全
实现无核化，美国将解除对其实施的经济
制裁，并允许美国私营资本对朝投资。

蓬佩奥当天参加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一档电视节目时说， 如果朝鲜能够弃核，
美国将会解除对朝经济制裁，并会帮助朝
鲜走向经济繁荣。

蓬佩奥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
采访时也提到，这意味着美国私营领域将
在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等多方
面对朝方给予帮助。 蓬佩奥同时重申，这
一切的前提都是实现“完全、可验证、不可
逆”的朝鲜半岛无核化。

�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周倜）4比
0拿下猛龙队进入2018NBA季后赛东部决
赛后，骑士队遭遇了“尴尬一役”。NBA季
后赛东部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拉开战
幕， 状态疲软的骑士队以83比108大比分
负于凯尔特人队，总比分0比1落后。

这是双方连续两个赛季在东部决赛
中相遇。 上个赛季， 骑士以4比1战胜了
“绿衫军”。

再相逢却“判若两队”。 整场比赛，
主场作战的凯尔特人队让骑士队在波士

顿北岸花园球馆从头到尾地落后追赶，
也令詹姆斯不断迎来自己的“新纪录”。

比赛开始，“绿衫军”凯尔特人便一
路领跑，首节就领先18分之多，如此分差
让骑士队詹姆斯迎来了自己季后赛生涯
分区决赛中单节分差最大的“纪录”。次
节比赛骑士队依旧阴霾笼罩， 半场过后
詹皇再次“收获”新纪录———所在球队半
场落后26分。 下半场开始骑士队开始反
扑，第三节一度将比分追至64比78，但末
节比赛绿衫军早早奠定胜局，最终以108

比 83取得开
门红。

整场比赛， 詹姆斯16投5中得到15
分，全队共有4人上双，但无一人得分超
过20分。反观凯尔特人，同样4人得分上
双，布朗拿下23分，莫里斯和霍福德各得
21分和20分， 塔特姆也有16分入账，“全
民皆兵”严阵以待的“绿衫军”取得开门
红顺理成章。

成功防住詹姆斯的马库斯·莫里斯
凭借12投7中、 罚球5中4拿到21分和10
个篮板， 成就自己季后赛生涯的第一个
两双。

双方下一场对战将于5月16日继续
在波士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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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近日
印发了《关于2018年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
启动了今年统一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
老金工作。日前，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 就《通知》的有关内容回答
记者的提问。

《通知》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2009年我国开始
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
2011年开始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试点，2014年两项制度合并实施，我
国开始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截至2017年12月底，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1255万人，其中，领取
待遇人数15598万人， 月人均待遇125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成为我国社
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今年3月26日，人社部、财政部印
发了《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
指导意见》。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人
社部、 财政部研究提出了2018年提高全
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的方案建议， 报请党中央、 国务院确
定，印发了《通知》，启动了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正常调整
工作。

养老金怎么调？资金从哪儿来？
这位负责人指出， 根据《通知》，自

2018年1月1日起，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88元，即在原每人每月70元的基础上增加
18元。人社部会同财政部根据《指导意见》
精神，统筹考虑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物价变动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其他社会
保障标准调整情况， 研究提出意见并报请
党中央和国务院确定调整标准和时间。

而在资金来源方面，这位负责人表示，
《通知》中明确，提高标准所需资金，中央财
政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 对东部地
区给予50%的补助。2018年，提高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中央
和地方财政将继续增加支出， 提高城乡老
年居民待遇水平。

如何做好相关工作？
这位负责人强调，根据《通知》要求，各

地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
进一步健全参保缴费激励机制，积极引导参
保居民选择更高档次缴费，增加个人账户积
累，逐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促进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各地人社和
财政部门要做好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的相
关工作，尽快将提高后的养老金及时足额发
放到位，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正确引导社
会舆论。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外交部：

中方要求
缅北冲突各方立即停火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4日说，中方高度关注12日在缅北地区发生的武装
冲突。中方已向缅甸有关方面提出严重交涉，要求冲
突各方立即停火，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尽快
恢复中缅边境安宁， 杜绝破坏中缅边境地区和平稳
定的事件再次发生。

我国拟全面推行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住建部日前组织起
草了《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
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表明，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将
有望在我国获得全面推行。

按照征求意见稿要求，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从事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的建筑工
人均适用本办法。 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作业的建
筑工人应经过基本安全培训， 并在全国建筑工人管
理服务信息平台上登记。

刘鹤应邀赴美磋商
� � � �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4
日宣布： 应美国政府邀请， 习近平主席特使、 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
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于5月15日至19日赴美访问。
届时， 刘副总理将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率领的美
方经济团队继续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磋商。

中国科学家制备出
大规模光量子计算芯片

新华社华盛顿5月14日电 中国研究人员制备出
大规模光量子芯片， 并成功进行了一种重要的模拟
量子计算演示。

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的研究
显示， 上海交通大学金贤敏团队通过“飞秒激光直
写”技术制备出节点数达49×49的光量子计算芯片。
论文通讯作者金贤敏对新华社记者说， 这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规模的光量子计算芯片。

下期奖池：5505823357.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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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7 2 9 7
排列 5 18127 2 9 7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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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5 03 07 20 33 34 09+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1

10000000 10000000

50000005000000

为何提 何时提 怎样提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解读《关于2018年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

凯尔特人战胜骑士取得“开门红”NBA东部决赛打响

� � � � 5 月 14
日， 巴勒斯
坦民众举行
示威活动 ，
抗议美国驻
以色列大使
馆从特拉维
夫迁往耶路
撒冷。 图为
抗议者在示
威活动上呼
喊口号。

新华社发

巴勒斯坦民众抗议美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 � � �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14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1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
华进行正式访问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
罗利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 特多是加勒比地区最早
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13年习近平
主席成功访问特多，中国同特多建立“相互
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中国政府重视发展同特多的关系，
愿同特多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在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协调配合， 推动两
国关系达到新水平。

李克强指出， 特多是中国在英语加勒
比地区最大贸易伙伴，两国经济互补性强，
合作前景广阔。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议
同特多发展战略对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金融、农业等领域合作。中方鼓励本
国企业按照市场原则、 商业规则赴特多投
资兴业， 愿继续向特多提供力所能及的支
持，帮助特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明年
两国建交45周年为契机，扩大双方教育、文
化、体育、旅游等交流，提高两国签证便利
化水平，促进人员往来。

李克强强调， 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各

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互为发展机遇。中拉、
中加关系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彼
此加强合作不仅符合共同利益， 也有助于
维护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 希望特多
在促进中拉、 中加关系发展方面继续发挥
建设性作用。

罗利表示，特多同中国关系传统友好。
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前
景广阔。 作为加勒比地区最早同中国建交
的国家之一，特多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愿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政治基础， 加强务
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感谢中方多年来对

特多提供的大力支持。特多区位优势明显，
资源丰富，正在推进经济多元化、大力发展
旅游业，这为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促进两
国人文交流提供了机遇和可能。 特多愿进
一步加强同中方在“一带一路”、医疗卫生、
金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把双边关系提高
到新的高度。

会谈前， 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广场为罗利举行欢迎仪式。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经济技
术合作、医疗卫生、人力资源等多份双边合
作文件的签署。

李克强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会谈

� � � � 袁玉冰，1899年出
生 ， 江西泰和县人 。
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
哲学系， 并很快结识了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
大先驱李大钊。 后经李
大钊介绍， 加入了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 不久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春，袁玉冰
受党组织委派从北大回
到南昌工作， 从此走上
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1924年3月，中共中央调袁玉冰到上海工作。同年
8月，受党组织派遣，袁玉冰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
习。1925年8月按党的指示提前回国，任共青团上海地
委宣传部主任、地委书记，为后来北伐军胜利进军江浙
地区做了大量工作。

1926年10月，袁玉冰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
起义。年底，奉调回江西工作，担任共青团江西区委
书记，并主编团的刊物《红灯》周刊，使之成为宣传革
命理论、反击国民党新右派进攻的重要舆论阵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各地都陷入
白色恐怖之中， 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积极分
子惨遭杀害。在这危难时刻，袁玉冰毫无畏惧，于5月
16日写下《蒋介石政府的危机》一文，深刻揭露蒋介
石“清党”的实质。

不久，袁玉冰被任命为中共九江地委书记，他不
惧危险，出生入死，积极组织赣北秋收暴动。12月13
日，袁玉冰化装进入南昌向省委汇报工作时，由于叛
徒出卖，不幸被捕。敌人对他威逼利诱，用尽各种酷
刑，他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2月27日，袁玉冰在
南昌下沙窝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8岁。

（据新华社南昌5月14日电）

袁玉冰像 新华社发

袁玉冰：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