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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 白洁
郑明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6日上午在人
民大会堂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 中日两国互为重要近
邻， 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
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对地区和国
际社会也十分重要。 中方重视发展对日
关系。 习近平主席将同安倍首相举行会
见。 我们愿同日方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各项原则基础上，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
向未来的精神， 推动两国关系在重回正
轨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 努力实现行稳
致远的目标。

李克强指出，一段时期以来，安倍首
相多次就改善中日关系作出积极表态。
希望双方珍惜和维护两国关系积极向好
势头，进一步加强良性互动，妥善处理历
史、台湾、东海等敏感问题，使两国关系
改善发展成为持续不断的进程。

李克强表示， 中方愿同日方开展政
治、经济等领域对话，加强政策沟通与协
调，深化科技创新、节能环保、医疗养老、
财政金融、防灾和农业等领域合作，把第
三方市场合作打造成中日务实合作的新

支柱。用好创新对话合作机制，共同推动
有关项目早日落地。 尽早开通海空联络
机制下直通热线， 加强海上执法部门交
流对话，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
海。加快推动司法执法合作。加强两国青
年、体育、地方等领域交流互鉴，采取有
效措施便利双方人员往来。

李克强强调， 在当前国际形势背景
下，中日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当共同
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推动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和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促进区域
贸易投资便利化。共同建设东亚经济共同
体，助力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

安倍晋三表示，李克强总理今年5月
成功访日，推动日中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我期待以此访为契机， 开启化竞争为协
调的日中关系新时代。日中是重要邻邦，
双方互为战略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中国
的发展对日本是重要机遇。 日方愿同中
方加强高层交往势头， 在日中四个政治
文件基础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两国经
贸、投资、金融、创新、第三方市场、青少
年、体育、地方各领域合作和交流。日中

携手合作顺应时代潮流， 有助于解决当
今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 双方应共同努
力， 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
判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 推动建立自由
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 为自由贸易和世
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 白
洁 郑明达）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6日上午
在人民大会堂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
会见记者。

李克强介绍了会谈成果， 表示中日
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 反映了两国人
民对中日和平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的期盼， 顺应了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维
护和平稳定、携手应对挑战的期待。希望
双方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相向而行，共
同努力，持之以恒，推动两国关系在重回
正轨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

李克强指出，双方一致确认，将恪守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妥善处理
历史、台湾问题，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
以实际行动体现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
威胁、 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的政治共
识，建设性管控分歧。进一步加强良性互

动，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使两
国关系改善发展成为持续不断的进程。

李克强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对
中日关系的高层引领， 继续用好中日高
级别政治对话、 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等渠
道保持沟通。面对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
中日应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在更高层次
开展务实合作， 推进科技创新、 节能环
保、养老医疗、财政金融等领域合作，继
续开展外交、宏观经济、财政、商务、文
化、防务等各部门间对话与交流。当前国
际形势下，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
主义， 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以实际行动
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安倍晋三表示， 日中关系已进入由
竞争转向协调的新时代。 双方再次确认
互为近邻和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的
原则，并将付诸具体行动。日方愿同中方
加强第三方市场、科技创新等合作，以更
为活跃的贸易关系与民众交往拉紧两国
关系与人民间的纽带。 日中对当前世界
的重要挑战负有重要责任， 愿携手为国
际和平与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李克强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时强调

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行稳致远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王亮

表现不稳
常规赛收获10场平局

“高开低走，起伏太多”，谈及本赛
季湘涛华莱队的表现，不少人给出这样
的“关键词”。

湘涛华莱队前四轮2胜2平保持不
败，但高涨走势很快被中断。第五轮负
于强敌四川安纳普尔那队后，球队先后
战平合肥桂冠、负于福建天信，球队起
伏不定的表现初见端倪。

湘涛华莱队此后连胜镇江文旅与
上海申梵重振士气。但接下来球队又陷
入连平“怪圈”，与深圳鹏城、四川九牛
互交白卷，两度落后又两度扳平江西联
盛、两球领先却被南通支云追平，随后
又在主场与苏州东吴言和。

一波尴尬的五连平， 让湘涛华莱队
遭遇意外。因合约中有“五轮不胜自动下
课”条款，老帅裴恩才无奈下课，随后前国
脚孙卫紧急“空降”，带领球队继续向前。

孙卫执教后， 湘涛华莱队调整迅
速，一度取得4胜2负1平的出色战绩，重

回南区前四。但最后几轮，湘涛华莱队再
次“起伏不定”起来，面对冲甲无望的深
圳鹏城、四川九牛，湘涛华莱队接连收获
平局。预选赛最后两轮，湘涛华莱队又连
续输给江西联盛与南通支云，最终以1分
之差排名南区第5，无缘淘汰赛。排位赛
上，湘涛华莱队两回合1比4不敌宁夏山
屿海，最终位列积分榜第10。

湘涛华莱队预选赛的成绩单为10
胜10平6负，10场平局格外刺眼。湘涛华
莱队总经理许国才表示：“我们自始至终
的目标是冲甲， 但不少应该拿下的比赛
没能拿下，平局太多。最终的结果还是很
遗憾。”

坚定信心
下赛季继续冲甲

本赛季，湘涛华莱队引入了姜波、苑
维玮、王康、谭斯、庄佳杰、阮杨等8名新
援，其中，庄佳杰表现亮眼。

庄佳杰共出战25场， 打进12球、助
攻7次，位居射手榜第10位。庄佳杰告诉
记者， 自己发挥不错， 离不开队友的支
持，“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很快适应了球队
的打法， 大家的配合以及对球赛的理解

日益默契， 这说明我们在人员磨合上是
成功的。”

新鲜血液积极融入， 老队员的发挥
也比较稳定。尤其是张浩火力十足，打入
13粒进球的他最终排名射手榜第5，与
庄佳杰组成强大的攻击线。

虽然也遭遇中途换帅， 但队员始终
没有放弃冲甲。“换帅给我们带来极大挑
战，但在磨合过程中，我们也有更多机会
从不同维度熟悉队友、积累默契。我们也
在预选赛最后一轮无缘附加赛， 结果太
可惜。”一名队员告诉记者。

谈到下赛季，队长姜波认为，球队的
意志力要加强， 不能再出现先领先后被
追平甚至反超的情况。“这一年的合作非
常愉快，队友们的个人能力都很强，对足
球的理解也不错。但我们要更有韧劲、更
果敢，踢出湖南霸得蛮的精神来。”

据悉，接下来湘涛华莱队将于12月
下旬或明年1月展开冬训。 球员方面上，
庄佳杰、张浩等核心下赛季还在阵中，苑
维玮将离开球队。 孙卫与球队的合同今
年12月到期，他的去留还有待商定。“休
赛期还是会补强阵容， 明年我们的目标
还是冲甲。”许国才告诉记者。

� � � �2018赛季中乙联赛本月落幕，湖南湘涛
华莱队最终位列南区第5、积分榜第10，冲甲
失利。回顾历程，湘涛华莱队遗憾与收获并
存，放眼未来，球队冲甲目标不变———

“涛”声依旧

《消防救援衔条例》
今起正式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26日从
应急管理部了解到，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当
日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条例》，于2018年
10月27日起施行。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消防救援衔是继军衔、
警衔、关衔、外交衔之后，我国设立的一种新衔级，是专门为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是表明消防救援人员身份、
区分消防救援人员等级的称号和标志， 是国家给予消防救
援人员的荣誉和相应待遇的依据。《条例》的出台，对于加强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增
强消防救援人员的责任感、荣誉感和组织纪律性，强化队伍
指挥、管理，确保依法履行职责，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这位负责人表示，《条例》共7章28条，对消防救援衔的
称谓、等级、授予、晋升等作出了专门规定。根据《条例》，消
防救援衔授予对象为纳入国家行政编制、 由国务院应急管
理部门统一领导管理的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职人员。消
防救援衔按照管理指挥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和消防员分别
设置。

据了解，根据《条例》规定，近期国务院还将出台消防救
援衔式样和佩戴办法，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衔工作
将随着转制人员职级套改、换装等陆续展开。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125 1 5 1 6 5 1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7684071.69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292 4 5 9
排列 5 18292 4 5 9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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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 � 10月26日，在2018至2019赛季CBA
第三轮比赛中， 广东东莞银行队主场
138比111击败四川五粮金樽队。

本场比赛易建联得到30分，CBA总
得分达到9967分， 超越上海队后卫刘
炜，上升至CBA历史得分榜第二位，刘炜
目前的总得分是9960分。排在CBA历史
得分榜第一位的是前广东队球员朱芳
雨，其CBA职业生涯共得到11165分。

图为易建联在比赛中扣篮。 新华社发

� � � �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26日下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
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新修订的
人民法院组织法、 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
组织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消防救援
衔条例、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关于修
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等15部法律的决定，
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10、11、12、
13、14、15、16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栗战书
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172人出席会议，出

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延长授权国务

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
度试点期限的决定、 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
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 关于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格林纳达关于刑事司
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格林纳达引渡条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监察和司
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外事委员会、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

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 任命刘俊臣为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会议经表决，免去李如林的最高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

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
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

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秘
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张军，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全
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区、市）
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闭幕会后，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七讲专题讲座， 栗战书委员长主
持。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作了题为《人
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社会影响》的讲座。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闭幕
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诉法的决定、新修订的“两院”组织法等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阿尔茨海默病
国产新药获国际关注
据新华社马德里10月26日电（记者 冯俊伟）第11届阿

尔茨海默病临床试验会议于24日至27日在西班牙巴塞罗
那举行。中国科学家25日首次在会上介绍了国产新药“甘露
寡糖二酸（GV-971）”，该药能够显著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的认知功能障碍，引发国际关注。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症状包括
记忆障碍、失语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病因迄今未明，因
此一直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

据介绍，对该药的临床3期试验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肖世富、北京协和医院张振馨和GV-971主要发明人、中国
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耿美玉领衔，由中国34个临床试验
点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结果显示，GV-971在认知功能改
善的主要疗效指标上达到预期，且安全性好，耐受性强。

耿美玉在会上说：“GV-971是一种海洋来源的寡糖药
物，可通过抑制β淀粉样蛋白聚集、调节肠道菌群失衡、降
低神经炎症等多靶特性，发挥其抗阿尔茨海默病的作用。”

第11届阿尔茨海默病临床试验会议科学委员会委员雷
切尔·申德勒在会上说：“这一研究结果是继胆碱酯酶抑制
剂上市10多年以来，最接近成功的抗阿尔茨海默病药物。”

韩朝商定撤除
非军事区11个警备哨所

据新华社首尔10月26日电（记者 耿学鹏 田明）韩国
与朝鲜26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举行将军级军事
会谈，商定下月在边境附近非军事区互撤11个警备哨所。

在当天的会谈中， 韩方与会首席代表为国防部对朝政
策官金度均少将，朝方代表团团长为安益山中将。会谈后，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根据声明， 韩朝将撤出边境附近非军事区内11个警备
哨所的人员与装备，并于11月底前完全撤除这些哨所，双方
将在12月通过相互检验， 最终确认相关撤离措施于年底前
全部完成。另外，韩朝还将举行实务层面沟通，商讨进一步
撤离非军事区所有剩余哨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