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270 9 5 9
排列 5 18270 9 5 9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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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宣布终止
与伊朗的友好条约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3日电 在国际法院宣布对“伊
朗诉美国违反1955年友好条约案”拥有管辖权后，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3日宣布， 美国终止与伊朗在1955年签署
的友好条约。

蓬佩奥当天在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记者表示， 美国早
就应该退出这一条约。他说，伊朗过去的“恶意行为”令其
此次在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显得“荒谬”。

3日早些时候，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宣布其对
“伊朗诉美国违反1955年友好条约案”拥有管辖权，并要
求美国立即停止针对伊朗人道主义物资及民航安全相关
商品和服务的制裁。

� � �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 （记者 王亮）
今天，2018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
（湖南站）暨湖南省“体育·新时代”全国
青少年科技体育夏令营在长沙西湖公
园开营 ， 本次夏令营持续到10月7日，
1000多名营员将一起学习技能、 互动
交流，体验科技体育的魅力。

本次夏令营由湖南省体育局和

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共同举办，
以科技体育为主题，设置了定向运动、
无线电测向、航空航海和车辆模型、爱
国主义教育、 手工制作等内容， 来自
北京、广州、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市的
50名青少年以及省内的1000多名青
少年参营。

夏令营期间， 组委会将在湖南大

学举行航海、航空和车辆模型、无线电
测向、 定向运动等技能培训和教学比
赛，通过让营员体验科技魅力、掌握科
技体育技能， 进而走近科学、 爱上科
学。结合技能培训，营员还将到湖南大
学、岳麓书院进行参观，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

今天的开营现场， 国家航空航海
模型队进行了精彩的展演， 随后营员
们进行了激烈的公园定向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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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记者4日从
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 综合各地旅游部
门、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上报和
提供的数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
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10月1日至4日全
国接待国内游客5.02亿人次， 同比增长
8.80%；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169亿元，同
比增长8.12%。

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国内旅游城市
道路交通压力增加，多个重点景区（点）人
气火爆，客流达到峰值。景区和相关部门及
时启动分时段预约售票、多线路游览、周边

路段临时交通管制等措施， 加强游客疏导
和管理，旅游市场秩序总体良好。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国庆假期进入
第4天，全国出行旅游人数居高不下，各部
门、各单位加强节日期间交通和应急保障。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3日，全
国铁路开行列车8295列， 其中加开列车
525列，共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
长10.3%。4日，全国铁路客流略有回落但
仍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预计增开旅客
列车467列，发送旅客1280万人次。哈尔
滨局在管内不通火车的57个市县镇开通

铁路无轨站，采取公铁联运方式，方便旅
客出行。沈阳局开行多趟热门方向中短途
“秋游列车”， 如沈阳至大连的G8046次
“赏菊专列”等。

国庆假期进入第四天， 全国各大景区
旅游流持续走高。 国网山东鱼台县供电公
司部署值班人员到岗到位，在“孝贤故里”
闵子骞旅游景区设立景区电力保障流动
站，在节日期间加强线路巡视，确保小长假
期间游客用电安全无虞。 国网宁波市鄞州
区供电公司12支特巡小组深入鄞州长途客
运中心、宁波栎社机场等场所，对重要交通

枢纽电力设施安全进行地毯式全方位检
查，确保国庆黄金周出行的可靠供电。

国庆期间， 应急管理部工作组赴湖南
省对湘潭市、衡阳市和娄底市全部4家钢铁
企业假期安全生产工作和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工作进行督导检
查。应急管理部要求，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
高度重视、切实做好假日期间安全检查等各
项工作，针对钢铁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特点，加强警示教育，严格作业规程和劳动
纪律，严格作业审批，强化安全管控，杜绝违
章，切实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国庆前4天国内接待游客5.02亿人次
铁路出行仍处高位，各部门加强假期应急保障 � � �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日宣

布：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荷兰王国首
相吕特、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和比利时王国首相米歇尔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
10月11日至19日出席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举行的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并对塔吉克斯坦和荷兰进行正式访问、出席在比利时布
鲁塞尔举行的第十二届亚欧首脑会议并对比利时进行
工作访问。

� � �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3日答记者问时说， 所谓中方提
出推迟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说法
完全是歪曲事实、别有用心，中方要求有

关方面停止这种无中生有、散布谣言的做
法。

有记者问：据美媒体近日报道，一名
美方官员表示是中方提出推迟第二轮中

美外交安全对话。中方有何进一步评论？
华春莹说，所谓中方提出推迟第二轮

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说法完全是歪曲事
实、别有用心，是极不负责任的。中方对此

表示强烈不满。事实是，美方日前向中方
提出， 希望推迟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
话。 我们要求有关方面停止这种无中生
有、散布谣言的做法。

� � � �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 （记者 周
倜）10月4日，2018年女排世锦赛B组

“头名之争” 在中国与意大利间展开。
苦战4局后， 中国女排最终以1比3不
敌对方，止步“连胜”，以小组第二身份
晋级16强。

10月2日艰难战胜加拿大队，中
国姑娘稍显慢热的状态令人不免担
忧；10月3日， 本届世锦赛开赛以来
“一局未失” 的中国女排出现波动，好
在最终以3比1逆转保加利亚取胜，又
让人松了口气。 连续两场比赛的状态
起伏，让外界对本场“中意交锋”最终
战果产生更多猜测。

外界的担忧与猜测不是没有道
理———年轻的意大利队虽只有三位
“80后”队员压阵，但队伍敢打敢拼，
此前四场比赛均未尝败绩， 上一场比
赛更是全面压制土耳其队， 最终直落
三局胜出，来势汹汹。

“头名之争”自然争得激烈。第一
局比赛双方始终交替上升。明显摆脱
慢热状态的中国队在9比8完成反超
后愈战愈勇，以25比20先下一城。

场面形势的波动、 转折始于第二
局。中国女排在“一传”上暴露短板，尤
其是开局竟连续出现两次一传失误。
整局比赛姑娘们虽“死咬”对方，但仍
以24比26憾负，好在全队整体状态在
线，本局失利并未令人过度担忧。

第三局开始，中国女排开始出现
“断档”，失误明显增多，在攻防端上
漏洞不断显现。反观意大利队则“多
点开花”， 尤其是主攻手埃格努手感
火热，凭借个人的突出能力与全队的
“配合保护”不断得分，开局就取得11
比5的领先。 此后攻防有序的意大利

队更是连续凭借拦网得分，最终以25
比16再下一城。而本局，中国队的一
传到位率则已下降到43%。

此后第四局比赛， 中国队再次陷
入困境。稍显“吃力”的姑娘们虽猛追
不舍，一度追至19平，但因最后关头
频现失误， 中国队终究难以阻挡意大
利队“乘胜追击”的步伐，以20比25再
次失利，最终总比分1比3不敌对方，以
4胜1负、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16强。

赛后数据方面， 意大利均全面占

优： 一传到位率上 ， 意大利达到
62.5%，而中国队则为54%；拦网得分
上，意大利更是以18比9“双倍”领先
中国队；个人数据上，意大利队主攻手
埃格努拿下全场最高分29分，中国队
主攻手朱婷贡献20分。

无论是场上局势还是赛后数据，
此役的失利势必给中国女排敲了一记
警钟， 即将进入第二阶段比赛的姑娘
们确实应在“一传”与“拦防”上想更多
办法，也应在场上打得更坚决些。

1比3遭意大利队逆转

中国女排憾失“小组头名”

外交部就所谓中方提出推迟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说法答记者问

歪曲事实 别有用心

� � � � 10月4日，中国队球员颜妮（中）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普京：

应确保叙利亚境内
没有外国军事存在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月4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3日
说，叙利亚境内恐怖主义势力正在被消灭，各方应确保叙
境内没有外国军事存在。

普京当天在莫斯科出席俄罗斯能源周期间回答记者
关于叙利亚局势提问时作出这一表态。他表示，相关各方
应确保叙利亚境内没有外国军事存在， 如果叙利亚政府
要求，俄罗斯会将军事力量从叙利亚撤出。

普京强调， 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未获联合国安
理会批准，也未受叙利亚政府邀请，随着恐怖主义势力被
消灭，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在叙驻军。

叙利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穆阿利姆9月29日在联合
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要求所有未获叙政府允许入境
叙利亚的外国军队立即无条件撤出。

李克强将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
首脑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全国青少年科技体育夏令营长沙开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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