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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联盟季中冠军赛

娄底伢子助
中国RNG战队登顶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王亮）20日结
束的2018年英雄联盟季中冠军赛决赛中，中国
RNG战队以3比1击败韩国KZ战队， 这是中国
战队继2015年首届季中冠军赛后再夺英雄联
盟世界大赛冠军。

娄底籍的打野选手刘世宇（游戏ID：Mlxg）
在比赛中亮相， 为RNG夺冠立下汗马功劳。夺
冠后，刘世宇通过微博发文：“我的职责就是扛
奖杯！RNG� No.1！”

比赛中，能容纳超过6000人的巴黎天顶体
育馆座无虚席。作为公认整体实力最强的两支
队伍，RNG与KZ成功会师决赛。细节处理更加
得当的RNG在前3局过后以2比1拿到赛点。第4
局，RNG战队中期一度十分被动， 但凭借后期
的出色发挥完成逆袭，成功登顶。

刘世宇2012年开始玩《英雄联盟》，2013年
开始职业生涯。2014年11月， 在国家体育总局
举办的全国电子竞技大赛中， 刘世宇随KING
战队获得冠军。2015年5月，刘世宇加入RNG战
队，并于2016年随队拿到LPL春季赛冠军。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携手队友拿下女子4×100米接力
冠军，这次大阪之行对娄底姑娘黄瑰芬
而言是一次“新测验”与“新挑战”。

斩获女子 200米、4×100米、4×
400米3枚金牌，黄瑰芬成为2017年天津
全运会田径赛场的最大“黑马”，自此闯
进大众视野，成为中国田径军团的新势
力。

本次大阪站，中国队女子4×100接
力派出黄瑰芬、梁晓静、葛曼棋、袁琦琦
组成的新阵容，发挥稳定，最终以43秒
33获得冠军。

梁晓静与黄瑰芬出色的一二棒交
接成为夺冠的关键。 不过在黄瑰芬看
来，自己还是队里的“新手”：根据安排，
她“顶”上了原先阵容中韦永丽的位置。

新组合4月份才开始正式训练， 目前团
队合练的训练课仅10堂左右。好在磨合
效果不错， 今年5月初的国际田联钻石
联赛上海站比赛中，首次亮相的新组合
顺利拿下冠军。

“目前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我还
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比如这次比
赛，我接棒还是起早了点。未来还需要
与队友进一步加深默契。” 黄瑰芬告诉
记者。

“最近这段时间以及接下来两个月
行程，离家越来越远，依旧要继续奋斗。”
黄瑰芬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新年开始
后，她奔波于长沙、株洲、上海、南京、北
京等地训练、比赛。记者与她取得联系
时，她正从日本大阪转机，即将前往美
国参加训练。未来2个月，她还将辗转加
拿大、英国，持续训练与比赛的“切换模

式”，“希望所有的忙碌能让我更好、更快
地成长。”她告诉记者。

亚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 中国田径
军团正马不停蹄地进行备战， 黄瑰芬也
盼望能在雅加达绽放光芒。 她介绍， 根
据队内安排， 目前她的主要精力会放在
接力项目上， 力争与团队有更好的“融
合”。

中国田径军团在大阪站共斩获4金
5银1铜，4枚金牌全部由女选手斩获：韦
永丽夺得女子100米金牌， 中国女队包
揽女子4×100米和4×400米冠军，刘诗
颖成功卫冕女子标枪。

此外，谢震业以破全国纪录的20秒
16获得男子200米亚军， 王宇获男子跳
高亚军，黄常洲获得男子跳远亚军，吕会
会、 刘启臻分别获得女子、 男子标枪亚
军。中国男子收获4×100米接力铜牌。

省跆拳道大奖赛
株洲湘潭分区赛举行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通讯员 曹进 记者 王亮 ）

19日至20日， 2018年“战湘江” 中国人寿财险杯湖南
省跆拳道大奖赛株洲和湘潭分区赛举行， 其中株洲分赛
区有20支代表队、 574名运动员参赛， 而且参赛选手均
为“00” 后， 湘潭分赛区有18支代表队、 507名运动员
参赛。 两个分区赛均设品势和竞技两个大项。 至此，
2018年湖南省跆拳道大奖赛已经进行了8个分区赛的争
夺， 下个分区赛将于5月26日至27日在长沙举行。

马栏山风筝大会
开启全民健身节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张颐佳 ）20日，2018年
开福区全民健身节启动仪式暨“放飞梦想·文创花开”马
栏山风筝大会,在马栏山视频文创园举行。

近年来， 开福区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
系，创新推行“体育+”发展模式，引进了2018年中国击剑俱
乐部联赛等大型体育品牌赛事。今年，开福区的全民健身
节将推出“同乐、合力、和美”3个篇章15项活动，充分调动
全名参与的激情，展现北城活力。

� � � �2018年国际田联挑战赛大阪站5月20日落幕， 中国田径军团斩获4金5银1铜。
我省选手黄瑰芬与队友联手收获一枚女子4×100米接力金牌———

“芬”芳，“接”着绽放

新华社记者 周科 刘宏宇

全球招才引智、 设立诺奖实验室、发
力中外合办高校、打造大科学装置群……
系列举措让深圳再度成为瞩目的焦点。

从学习到创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
深圳迅速崛起，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节点
城市，但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不足，也成
了制约“巨人”成长的“阿喀琉斯之踵”。

站立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深
圳不断发起“原点冲击”，全力打造科研新
起点、技术新起点、产业新起点。

全球“寻人之旅”
夯实创新根本

我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3.0T高场
超导磁共振成像仪，诞生于深圳南山区一
所面积2000余平方米的实验室。

这是深圳引进的第一所诺奖实验室，
以2003年诺贝尔奖医学奖获得者、磁共振
成像技术之父———保罗·劳特伯命名成
立。

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核心竞争力。
作为创新之都的深圳，最缺的是“金

字塔尖”的技术和产业。为此，深圳开启全
球范围的“寻人之旅”。

深圳，不断向全球伸出橄榄枝，加大
海外引才力度。

保罗·劳特伯之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
主中村修二、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里耶·瓦
谢尔来了，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

尔卡、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巴里·马
歇尔也来了。截至目前，已有近10家诺奖得
主科研机构在深圳陆续挂牌成立。

每一个顶尖学者背后， 都是一个团
队。深圳举措频频，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
尖端人才纷纷汇聚深圳。

截至2018年3月，深圳累计确认“孔雀
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3264人，外籍人才1.6
万在深圳工作，累计14名外国专家入选国家
“千人计划”外专项目，占广东省的50%。

深圳，也积极在科技资源高地搭建交
流平台。

在美国，在欧洲，在以色列，深圳都在
布局海外创新孵化器。2017年5月，深圳市
美国旧金山海外创新中心、英国伦敦海外
创新中心、法国伊夫林海外创新中心等首
批7家深圳市海外创新中心正式授牌。

“未来，深圳还将建设更多海外创新中
心，努力在全球范围集聚配置创新资源，在
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科技合作竞争。”深圳
科创委政策法规处处长潘伟旗说。

格拉布斯实验室负责人张绪穆说：
“深圳，不仅有强大供应链和工厂支持，还
有越来越厚重的知识沉淀。”

“人才效应”与市场协同作用，近年苹
果、微软、高通、英特尔、三星等跨国公司
纷纷在深圳设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机构
和科技服务机构。

“国际尖端人才，可以补深圳源头创
新之短板，夯实创新之根本。”深圳市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

建设大科学装置工程
寻求0到1的突破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大学城，位于国家
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南部的一块空地虚席
以待，这里未来将建设E级超级计算机。

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潮流和趋
势，深圳上马了一批大科学装置工程。

“‘十三五’期间，深圳计划投资40亿
元，打造E级计算机。”国家超级计算深圳
中心主任刘明伟说，E级计算机将使中心
的计算能力提升1000倍，每秒可进行百亿
亿次数学运算。

刘明伟介绍，E级计算机将成为粤港
澳大湾区重要的大型科学装置，为湾区基
础科学研究、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提供强有力支持，同时也为大湾区的科技
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大亚湾
中微子实验室和国家基因库的建成使用，
深圳的基础研究能力有了很大突破。

深圳夯实基础的努力不止于此。2014
年前后， 深圳掀起了一轮合作办学的高
潮。 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设立分校，从
2014年起正式招生， 短短两年多时间，香
港中文大学（深圳）就发展成在校人数达
2000人的现代化大学。

一个学院保守估计投入要几亿、 上
十亿元。 目前， 深圳已有深圳北理莫斯
科大学、 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 天津大
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等十余所高等院
校。

“大科学装置，科研院所，可能没有即
期产出、 效用， 但那将是我们前进的基
点。”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说，前沿科学实
现0到1的突破就是因为有大平台，只有大
平台才能真正诞生大科学。

新型研发机构
激发前所未有的活力

从艰难的起步创建，到立于全球超材
料技术领域前沿，2010年成立的光启高等
理工研究院仅仅用了几年时间。 与此同
时，其所属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也迅速
发展成为深圳科技领域的“独角兽”企业。

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说，
光启的成功离不开其作为“新型科研机构”
所取得的突破，它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
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有效地缝合了经济、科
技“两张皮”，构建了全新的产业链条。

新型科研机构像企非企，似事业非事
业的科研单位， 也就是有人形象比喻的

“四不像”。
深圳提出大力夯实基础研究、技术攻

关、成果产业化全过程创新产业链。在企
业与人才、 大科学装置、 高等院校之间，

“四不像”是重要的连接器。
目前，深圳已有类似科研机构数十家。
作为其中的代表，中科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在源头创新方面成绩斐然：世界
首创超声脑调控方法及验证系统；首次合
成纳米人工红细胞，开发肿瘤检测诊疗一
体的可视化精准医疗；成功实施亚洲首例
多功能神经假肢手术；研制国际首台柔软
材料爬行机器人……

今年一季度， 全社会研发投入达
216.7亿元 ， 增长 15.1% ， 占GDP比重
4.16%；新增各级各类创新载体51家，累计
达1800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11230
家，占全国总数的8.2%。

改革创新，活力迸发。“随着源头创新
动能的不断增强，深圳站在了新一轮科技
突破的起点上。” 深圳市发改委主任聂新
平说。 （据新华社深圳5月21日电）

下期奖池：556376427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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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34 2 9 9
排列 5 18134 2 9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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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058 09 11 12 26 32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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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6000000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解决生态环境问
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迈上新台阶”。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从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重大部署，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美丽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于我们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美丽中国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
加强法治建设；到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再到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展一系列根本性 、开创性、长
远性工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
局性变化。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
有不少硬骨头要啃，还有不少顽瘴痼疾要治。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加快解决历史交汇期的生态环境问
题，是时代赋予的重大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不能有任
何的松懈。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就要增强政治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作
出的庄严承诺，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边
生态环境质量仍然很差，这样人民不会认可，也经不起
历史检验。只有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坚决打好
这场攻坚战，我们才能兑现承诺，不负人民，无愧历史。
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我们的宗旨所在、
使命所在、责任所在。这场污染防治攻坚战，不管有多
么艰难，我们都不可犹豫、不能退缩，必须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背水一战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坚决打好
打赢。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就要集中优势兵力，采
取更有效的政策举措。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作出的重大部署，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建立
健全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安全体系；全面推动绿色发展，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把解决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 坚决打赢蓝天保
卫战，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落实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把生态环境
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
高环境治理水平，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对涉及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开展对策性研究， 实施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充分利用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
坚实物质基础，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我们就一定
能还老百姓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 还给老百姓清水绿
岸、鱼翔浅底的景象，为子孙后代留下美丽家园，为中
华民族赢得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载5月22日《人民日报》）

深圳突进源头创新 发起“原点冲击”

中国民企自主研制

首架“定制”
通用飞机下线滑跑

据新华社南昌5月21日电（记者 陈毓
珊）21日，由冠一通用飞机公司自主研制的
单发四座固定翼螺旋桨通用飞机GA20首
架机在江西南昌顺利总装下线、 并完成滑
跑演示。

据 冠 一 通 飞 GA20 总 工 程 师
Jean-Paul� VAUNOIS介绍， 这架飞机采
用了飞机“定制化”概念，以多种动力、多种
设备选型、多款内饰设计，满足不同用户需
求，可用于飞行培训、航空旅游、飞行体验、
私人飞行等领域，用途广泛。

� � � � 5月21日，试飞员登上GA20首架机准
备进行滑跑演示。 新华社发

中美经贸
只是暂时停战？

外交部：当然不希望出现反复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记者 闫子

敏）针对有一些美国官员称中美经贸磋商
达成的协议只是暂时停战，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
时说， 中方当然不希望出现更多反复。他
同时表示，只要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事
情，两国政府都应该有责任办好。

陆慷说，中方从来不愿看到中美之间
有任何紧张，包括贸易领域或其他领域的
紧张。“两个大国保持良好双边关系，以及
各领域良好互动和合作，这肯定更加符合
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对世界来说也肯
定是福音。”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