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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王亮）
10月28日至29日，首届“健康湖南”全民
运动会象棋总决赛暨2018年“张新发杯”
湖南省象围棋争霸赛象棋总决赛在长沙
市千龙湖生态旅游度假区举行。

本次比赛设混合团体、 成年男女个
人、大学生男女个人、少年男女个人等7
个项目，并允许以小打大，跨组别参赛。
来自省直机关以及14个市州共15支代表
队70余名选手参赛， 参赛者年龄最大的
61岁，最小的只有7岁。

最终，郴州队、邵阳队、常德队获得
混合团体一等奖。 省直机关队李畅问
鼎少年男子组， 郴州队陈奕妍获得少
年女子组冠军。 怀化队肖强亮荣膺大
学生男子组冠军， 衡阳队桂丹收获大
学生女子组冠军。郴州队欧照芳、曹乙
英分别获得成人男子、女子组冠军。

全民运动会
象棋总决赛长沙举行

� � � �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周
倜）2018飞天山“百里丹霞”山地越野
挑战赛28日在郴州市飞天山国家地
质公园收官。来自全国各地1500多名
选手参与其中， 在2天的活动时间中
体验户外运动的乐趣。

飞天山“百里丹霞”山地越野挑战赛
已成功举办6届，是我省知名山地运动赛

事之一。 今年比赛在赛段设置上明显提
升了难度，赛程最长60公里，选手累计爬
升达2836米。 比赛设精英组（60公
里）、挑战组（30公里）及徒步组（10公
里）3个组别，为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
徒步组不计排名，只颁发完赛证书。

最终，用时2时42分14秒的永州选手
雷国军问鼎男子挑战组冠军， 深圳选手

陈丽凤收获女子挑战组金牌，成绩为3
时04分39秒；男子、女子精英组冠军
分别被四川选手张昌林、 贵州选手张
仙凤夺得，成绩分别为5时54分06秒、
7时40分50秒。 本次大会还设有音乐
晚会、露营、溜索、皮划艇等体验项目。

本次活动由省体育局主办，郴州市文
体广新局、 郴州市旅游外事侨务局承办，
郴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郴州市苏仙区
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飞天山国家地质公
园、郴州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协办。

飞天山越野挑战赛收官

� � � �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王
茜 通讯员 贺勇） 中荷青少年校园足
球国际研讨会28日在长沙举行， 来
自中荷两国的校园足球专家就青少
年校园足球进行了深入研讨。 会上，
长沙市雨花区“满天星” 训练营建设
经验受到肯定。

近年来， 雨花区对青少年校园足
球“满天星” 训练营， 在人力、 物
力、 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 雨花区也
被认定为目前我省唯一、 全国首批
38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之一。
去年， 该区成功举办“成基金” 首届
青少年足球公益联赛。 2008年到今

年， 连续举办“雨花·鲁能·德馨杯”
少儿足球邀请赛。 目前， 该区有青少
年足球训练营4个， 在训260人， 今
年8月被认定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满天星” 训练营。

会上，专家们认为，足球应从娃娃
抓起，从基层抓起，从基础抓起。 要着
眼于未来， 进一步加快推进校园足球
改革，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校园足球
培养体系，全面提升校园足球水平。

中荷专家聚长研讨校园足球

责任编辑 肖丽娟 谢卓芳 周倜 2018年10月30日 星期二
时事·体育 15

下期奖池：6564347966.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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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95 1 6 8
排列 5 18295 1 6 8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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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7 01 03 04 11 29 08+1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2

10000000 30000000

120000006000000

谁在深度撕裂美国社会
肖丽娟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十月惊
奇”以骇人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前
几天针对民主党大佬的炸弹包裹事件
惊魂未定， 夺命枪声又响彻匹兹堡一
座犹太教堂， 成为美国历史上针对犹
太人最致命袭击的案件之一。

枪击案频发、暴力犯罪不止，凸显
美国社会痼疾之深。 与一般枪击案不
同的是， 匹兹堡枪击案再次拉响了美
国种族仇恨的警报。 该案制造者高喊
“所有的犹太人必须死” 的疯狂，11人
无辜惨死的血腥，令世人震惊。

当前， 美国种族冲突问题加剧。

从去年8月美国爆发近10年最大规模
的 “白人至上主义 ”骚乱———弗吉尼
亚骚乱，到时有发生的白人警察枪杀
黑人事件……美国的种族冲突问题，
正在以更加仇恨和暴力的方式上演，
加剧着美国政治的极端化，也深度撕
裂着美国社会，成为一道难以愈合的
伤疤。

为了治愈深度撕裂的伤口， 弥合
日益加深的社会鸿沟， 美国政客们提
出各种方案治标不治本。 美国总统特
朗普甚至提出 “以暴制暴” 的治理思
路。惨案发生后，特朗普称，如果教堂
里有武装警卫，就能阻止枪手，可能除
了枪手别人都不会被杀。 这种以极端

应对极端的方式， 非但不能解决美国
社会的治理问题， 反而会加剧仇恨与
暴力，加深已有的社会分裂。

美国社会深度撕裂， 谁要对此负
责？显然，历经百年仍未消除的种族矛
盾， 极端右翼民粹主义抬头， 经济焦
虑、文化冲突、美式民主的否定对抗思
维等，都是重要原因，而白热化的民主
与共和两党竞选， 则让这种撕裂与对
抗继续发酵，推动了美国选举的“十月
惊奇”。

仇恨和暴力犹如烈性毒药，加剧着
美国政治生态的恶化与极化，使美国陷
入更加严重的分裂当中，也加深了我们
对今日美国与美式民主的认识。

� � � �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10月28日电 巴
西高等选举法院当地时间28日晚宣布，
在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 社会自
由党候选人博索纳罗得票率超过劳工党
候选人阿达，当选新一任巴西总统。

在已统计完毕的99.91%的选票中，博
索纳罗得票率为55.15%，阿达为44.85%。

博索纳罗第一时间通过社交网络发
布了当选演讲视频。他表示，自己会完成竞
选时做出的所有承诺， 新政府的目标是将
巴西建设成一个繁荣和自由的大国。 博索
纳罗将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就任巴西总
统，任期四年。

博索纳罗当选
巴西新一任总统

� � � � 据新华社长沙10月29日电 由国防科技大学自主设计与
研制的我国首台空间路由器， 近日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搭载
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这次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 标志着我国首台空间路由器
正式进入在轨验证试验阶段。 这台路由器采用具备自主知识
产权的路由器操作系统和网络协议栈，具备软件定义能力，同
时支持IPv4/IPv6等网络协议。

空间路由器是构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的核心设备之一。
由于沙漠、山脉和海洋等自然环境因素，全球仍有近一半人口
无法接入互联网。以空间路由器为核心的天地一体化网络系统
将着力解决这一问题，为全球无网络覆盖区域的互联网接入提
供有力支撑，为空、天、地、海的各类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

我国首台空间路由器的成功发射和在轨验证将极大提高
空间路由器系统的技术成熟度， 为天地一体化网络系统建设
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首台空间路由器成功发射
系国防科技大学自主设计研制

� � � � 综合新华社10月29日电 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一架
载有189人的国内航班29日从首都雅加达起飞后坠海。 印度
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9日表示， 预计当天坠海的印尼狮子航空
公司客机载有的189人全部遇难。

斯尧吉说，飞机航班号为JT610，机型为波音737。飞机坠
毁在爪哇岛北部海域，现场发现很多机身碎片。

针对印尼狮航JT610航班客机坠毁事件， 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截至目前暂未收到有中国公
民在该航班上的信息。

印尼一架客机坠海
机上189人或全部遇难，暂无我公民信息

� � � � 据新华社重庆10月29日电 10月28日10时8分， 一辆公
交车在重庆市万州区长江二桥坠入江中， 目前初步核实失联
人员15人， 同时基本确定坠江公交车位置。

初步核实15人失联
重庆万州坠江公交车事故后续

天下微评

�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10月29
日， 商务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商务
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傅自应
介绍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开幕式有关情况， 商务部副部
长王炳南回答记者提问。

傅自应表示，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是中国国家主席亲自提议并向世界宣
布的。 经过紧张筹备， 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将于11月5日到10日在上海举
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
并举行相关活动。 届时， 大约150个国
家和地区的政要、 工商界人士及有关国
际组织负责人将应邀与会。

傅自应表示， 11月4日， 习近平
夫妇将举行欢迎宴会。 11月5日上午，
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开幕式， 发表主旨
演讲， 并与中外领导人一起参观国家
馆。 博览会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会见
有关外国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

傅自应说，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作为
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
展会， 包括展会和论坛两个部分。 展会即
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简称国家展） 和企
业商业展（简称企业展）， 论坛即虹桥国
际经贸论坛。 国家展是本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的重要内容， 共有82个国家、 3个
国际组织设立71个展台， 展览面积约3万
平方米， 各参展国将展示国家形象、 经贸
发展成就和特色优势产品。 国家展中， 印
度尼西亚、 越南、 巴基斯坦、 南非、 埃
及、 俄罗斯、 英国、 匈牙利、 德国、 加拿
大、 巴西、 墨西哥等12个主宾国均设立了
独具特色的展馆。 作为东道主， 我们设立
了中国馆， 包括港澳台展区。 中国馆以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新
发展理念为主线， 将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
巨大成就， 以及中国发展、 共建“一带一
路” 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 企业展分7个
展区、 展览面积27万平方米， 来自130多
个国家的3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 参展
企业将带来质量优良、 各具特色的产品。

傅自应表示， 虹桥国际经贸论坛以
“激发全球贸易新活力， 共创开放共赢
新格局” 为主题， 由开幕式和三场平行
论坛组成。 11月5日上午的开幕式既是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式， 也是虹
桥国际经贸论坛的开幕式。 三场平行论
坛的议题分别为“贸易与开放” “贸易
与创新” “贸易与投资”， 每场论坛均
包括嘉宾演讲环节和互动讨论环节， 重
点探讨当前全球经贸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的新动力， 二是以新技术新业态
带动贸易创新发展， 三是振兴投资以激
发贸易增长新活力。 届时， 将有来自全
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政府
官员、 国际组织负责人、 知名企业家及
专家学者与会。 虹桥国际经贸论坛将成
为探讨全球重大问题的又一重要平台。

傅自应表示，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是一般性的会展，
要求办成国际一流的博览会。 我们相信，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成为世界各国展示
国家形象、 开展国际贸易的开放型合作平
台， 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公共产品。

第一，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为推动
经济全球化贡献力量。 虹桥国际经贸论坛
将发出维护自由贸易、 推进经济全球化、
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时代强音。

第二，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为各国
深化经贸合作创造条件。 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支持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 同
时也为各国开展贸易合作搭建了平台。

第三，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为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拓宽渠道。 本次展
会的展品既有优质农产品和食品， 也有
先进医疗器械、 抗癌新药等高端医药健

康产品。 根据展商登记情况， 首次进入
中国的展品多达5000余件。 消费者和
企业不出国门就能体验全球质优价廉的
产品， 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福利。

第四，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为中
国改革开放注入活力。 为办好这次博览
会， 相关部门修改、 完善相关管理制
度， 出台了包括通关便利化、 服务保障
等一批政策措施。 这些措施将为相关领
域改革开放积累新经验， 探索新路径。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陆慷29日宣布： 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
行。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捷克
总统泽曼、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
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多米尼加总
统梅迪纳、 肯尼亚总统肯雅塔、 立陶宛
总统格里包斯凯特、 巴拿马总统巴雷
拉、 萨尔瓦多总统桑切斯、 瑞士联邦主
席贝尔塞、 库克群岛总理普纳、 克罗地
亚总理普连科维奇、 埃及总理马德布
利、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格鲁吉亚总理
巴赫塔泽、 老挝总理通伦、 马耳他总理
穆斯卡特、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越南总理阮春
福将出席博览会。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

18国领导人应邀出席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亩产1203.36公斤

袁隆平超级稻再创纪录
据新华社石家庄10月29日电 记者29日从河北省科学技

术厅获悉，“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及其团队培育的超级杂交
稻品种“湘两优900（超优千号）”再创亩产纪录：经第三方专
家测产，该品种的水稻在试验田内亩产1203.36公斤。

该试验田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的河北省硅谷农科院
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 该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527.8毫米，有
60%以上的降水集中在汛期，全年无霜期200天以上。

此次测产由河北省科学技术厅组织，邀请华中农业大学、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等单位的5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在现场考察
的基础上，随机抽取了3块土地，面积分别为1.15亩、1.13亩、
1.11亩，合计为3.39亩，机器脱粒后，经除杂、称重等，最终评
测结果为平均亩产1203.36公斤。

2017年， 该品种的水稻在试验田内亩产1149.02公斤，中
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曾亲临测产现场，对于评测结果，袁隆平
在现场写下了：“亩产量遥遥领先于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