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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129 6 1 3 5 0 9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8633406.6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301 9 0 1
排列 5 18301 9 0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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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 � � �从三方面着手提升中小企业
政策获得感

记者： 工信部下一步将如何推进政策
落实，提高民营企业政策获得感？

苗圩： 工信部接下来将从三方面着手
提升民营企业的政策获得感：

———强化地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协调机制建设， 提高地方相关机
构的规格。

———梳理前期出台的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的政策措施，开展政策效果评估工作。将
要求各政策牵头部门做好自评估， 并委托
第三方进行政策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及时
调整“不接地气”“不合实际”和“不易操作”
的政策措施。

———根据座谈会要求， 抓紧拟定出台
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包

括减税降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等。
我们已于11月3日将进一步支持中小

企业的系列政策措施送有关部门征求意
见。

以“互联网＋”、赛事、知识产权
为抓手支持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记者：民营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在引
导和支持民营企业创新， 进一步激发经济
活力方面，工信部将有何举措？

苗圩： 工信部采取以下措施不断提升
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自身竞争力：

———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通过梯度培育和引导扶持， 在各地认定近
2000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基础上，通
过3年培育600家聚集主业、创新能力强、市
场占有率高、 专注于细分市场的“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

———开展“互联网+”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培
育行动，实施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鼓励大
企业及专业服务机构构建面向中小企业的云制
造平台和云服务平台， 发展适合中小企业智能
制造需求的产品、解决方案和工具包。

———继续举办“创客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激发和培育中小企业创新活力。2018年
的创客大赛参赛项目8112个；举办“产业互
联网应用”“智造与再制造”“芯片设计与应

用”等20多场专题赛。
———推动实施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 通过这个计划能够使大
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在供应链管理、创新
资源共享、数据驱动、区域集群四个方面实
现融通式发展。

———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继续实施“中
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通过提升
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进一步打破电信、军工领域
民营企业准入障碍

记者：当前，民营企业要进入一些领域依
然面临各种 “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工
信部下一步将如何帮助企业打破这些“门”？

苗圩： 工信部近年来在相对封闭的移
动通信转售业务、 电信市场开放方面进行
了一些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下一步，工
信部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鼓励民间资
本进入电信、军工领域。

一是通过实施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正式
商用，深化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进一步引
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电信运营领域。

二是进一步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参与
军民融合发展。 搭建民营企业优势军民两
用技术创新成果展示、对接、交流平台，推

广可转民用的军用先进技术， 促进供需交
流；继续编制发布年度《民参军技术与产品
推荐目录》《军用技术转民用推广目录》，引
导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民口单位参与国防
建设，鼓励其利用先进军用技术发展壮大。

依托基金推动破解中小企业
融资难题

记者：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 “顽
疾”， 也是此次座谈会重点关注的问题之
一，工信部下一步对此将有哪些举措？

苗圩：在此次座谈会之前，我们已经在
着手帮助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解决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

下一步，我们还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充分发挥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机制作用，推
动研究出台防止大企业拖欠小微企业款项
的行政法规。

———落实与相关银行签订的合作协议，
扩大小微企业信贷规模。 推进小微企业应收
账款融资， 推动政府采购单位和产业链核心
大企业确认账款，降低小微企业融资门槛。

———发挥好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与
财政部共同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降费
奖补政策，开展担保行业社会责任评价工作。

———进一步发挥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
金作用， 带动地方和社会资金扩大小微企
业股权融资规模， 为更多创新型中小企业
拓展直接融资渠道。

———开展小微企业融资环境评价工
作，了解小微企业融资动态变化情况。开展
小微企业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活动， 强化小
微企业融资技能，提高融资能力。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为中小企业保驾护航
� � � � 日前， 民营企业座谈会在北京召
开， 为民营企业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
向。在我国，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多互
为主体。 工信部是推进中小企业发展
的主管部门。围绕座谈会相关内容，记
者4日采访了工信部部长苗圩。

———访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

� � � � 一鼓作气拿下“双冠”， 谌利军的
登顶令人振奋！ 男子67公斤级也成为中
国队在本届世锦赛的第一个夺冠项目。

2018年举重世锦赛11月1日在土库曼斯
坦开赛，中国队开局不利，直至4日才传来好
消息———男子67公斤级赛场上， 湖南小伙谌
利军以182公斤和332公斤获得挺举和总成
绩“双冠”，并凭借332公斤的总成绩创下该项
目世界纪录，此外，他还以150公斤获得抓举
亚军。另一名中国选手黄闽豪以152公斤获得
抓举冠军，以323公斤获得总成绩亚军。

谌利军的金牌，可以说是“崭新的”。
今年7月，国际举联正式公布了对举重项
目各级别的调整。征战本届世锦赛，是调
整级别后中国举重的“首次应考”。

谌利军的级别由此前的62公斤级调整
至67公斤级。 与黄闽豪构成“中国双塔”，
两人在抓举中都具有优势。 谌利军开把
145公斤， 黄闽豪开把148公斤， 两人均无
压力完成。 当谌利军二把举起150公斤后，

此时场上只剩下“中国双塔”。 最终， 黄闽
豪以152公斤获得该项冠军。

挺举是谌利军的拿手好戏， 178公斤
的开把高居榜首， 他顺利拿下。 当乌兹别
克斯坦选手尤库博夫在第二把举起180公
斤颇具威胁之时， 这个湖南小伙顶住压
力， 火力全开， 一鼓作气将182公斤重量
稳稳举过头顶。 随着尤库博夫最后一举冲
击184公斤失败， 谌利军最终以182公斤、
332公斤获得挺举、 总成绩双料冠军。

调整级别后崭新亮相， 举重湘军再
次“笑傲赛场”。省举重运动管理中心主
任杨霞很激动，“备战阶段谌利军很辛
苦，付出了很多，这份荣耀他当之无愧。”
她介绍， 备战阶段的谌利军曾伴随着一
些伤病，调整级别后更是对他的体重、状
态等多方面提出挑战。“今天谌利军的发
挥很不错， 基本与他在家里训练时的水
准相差不大。”但点赞之余，杨霞也说出
了自己的新期待———谌利军332公斤的
总成绩固然值得“恭喜”，但要想在东京
奥运会赛场绽放， 还需更多的努力，“如

何全方位将自己调动、提升，是他眼下需
要更多思考的。”

举重湘军谌利军摘金“有欢喜”， 侯
志慧夺银则给人平添一丝“忧虑”。

本次世锦赛中国队参赛名单中，除谌
利军外， 举重湘军中还有女子49公斤级
选手侯志慧与71公斤级（非奥项目）选手
张旺丽。在3日举行的女子49公斤级比赛
中，侯志慧不敌泰国选手普拉蒙，最终以1
公斤之差位居总成绩亚军，2015年世锦
赛冠军蒋惠花以206公斤摘铜。

东南亚选手、尤其是泰国选手的强势
崛起，让中国女子举重在小级别上的优势
受到“威胁”。调整级别后，侯志慧由48公
斤级调整至49公斤级，“级别改变不大，
为何优势不如人”成为不少人的疑问。

在杨霞看来，侯志慧这次世锦赛208
公斤的总成绩与其全运会夺冠时总成绩
持平，实力保持得还算不错，其状态应给
予肯定与鼓励。而这枚银牌更大的意义在
于， 举重湘军或许应该在“适应新级别，
调整新状态” 上做得更精细、 更周全。

级别调整后的喜与忧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 � � �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周倜）
在重庆举行的2018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
今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 湘籍女将大
放异彩， 邓丽娟、 李小玉包揽青年组女
子速度赛冠、 亚军。 至此， 中国选手在
为期4天的比赛中共收获3金4银4铜。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中国、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等亚洲15个国家和地区
的236名运动员参加。 比赛设男子和女
子速度赛、 难度赛、 攀石赛3个项目，
分为少年A组(出生年份2001年、 2002
年)、 少年B组(出生年份2003年、 2004
年)和青年组(出生年份1999年、 2000年)
3个组别。

速度赛是18岁小将邓丽娟的强势项
目。 第一次为国出征的她便在雅加达亚
运会赛场绽放光芒， 与队友联手获得女
子速度接力赛亚军。 今年9月的省运会
上， 邓丽娟更是轻松问鼎。 而另一名小
将李小玉则是“崭露头角”， 在今年8月
长沙举行的2018中国攀岩联赛中， 她脱
颖而出问鼎女子速度赛。

邓丽娟、李小玉联手出战决赛，无疑为
中国队上了“双保险”。比赛中，两名小将不
分伯仲、你追我赶，经验更为老到的邓丽娟
以9秒04折桂，李小玉以9秒76夺银。

2018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

湖南“双姝”
齐绽放

� � � �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王亮）到晚上7
时左右，随着最后一张毅行证书的发出，平安人
寿湖南分公司·2018湖南（秋季）百公里顺利落
幕。经过两天的跋涉，最终有8087名毅行者走完
全程，拿到毅行证书。

尽管昨日经历了46公里的考验， 今天天刚
蒙蒙亮，就有选手从休整点湖南工程学院出发，
继续本次百公里的征程。

上午10时34分， 第一位毅行者曹维多来到
终点。曹维多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刚刚结束的
长沙国际马拉松赛上，他以3小时多一点的速度
完成比赛， 是位业余跑步高手。“我是第一次参
加百公里，与跑马拉松不同，百公里一路沿江而
行，风景很好，还是比较惬意。”

本次秋季百公里的主题是“致敬秋收起
义”，广大毅行者，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们，用徒
步毅行的方式追忆历史、 缅怀伟人。 经最后统
计，8087名毅行者完成挑战。

2018湖南（秋季）百公里共有超过12000名
毅行者参加，活动从长沙中盈广场出发，途经湘
潭九华湖公园、湖南工程学院，最终到达株洲体
育中心，全程84公里。

2018湖南（秋季）百公里落幕

8087名毅行者完成挑战

� � � � 11月4日， 湘潭市岳塘区东湖路湘江段，
毅行者队伍在前行。 唐俊 傅聪 摄影报道

全国少儿趣味田径运动会总决赛长沙闭幕

田径也能“很好玩”
� � �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周倜）“贺龙杯”2018年
全国少儿趣味田径运动会总决赛今天在长沙贺龙体育
中心闭幕。 来自全国各地600多名小运动员齐聚星城，
在2天时间里共享这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运动会”。

所谓“少儿趣味田径”，是根据青少年的心理、生
理等发育特点制订的一套以短跑、耐力跑、跳跃、投
掷等田径基本项目为内容的活动游戏，由国际田联
总部于2005年制订与发起。本次比赛，短跨接力、一
级方程式、十字跳、撑竿跳远、投掷（软式/儿童）标
枪、耐力跑、接力赛等项目轮番竞逐。来自全国30个
省、市、自治区的37支学校代表队参赛，其中长沙本
地学校有6支队伍，赛会总参赛人数达600余人。

2天的角逐精彩纷呈， 小运动员们在趣味中参
与竞争，感受田径运动的魅力。最终，湘潭市湘机教
育集团队收获冠军，长沙市芙蓉区朝阳小学、安徽
省阜阳市苗桥小学分获亚军、季军。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主办，省体育局承办，省体育局青少处、省田径运动
管理中心协办。

� � � �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王亮 ）11月4日，
2018“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南二区大区
赛在长沙月亮岛足球文化园结束，湖南球队表现出
色，共有3支队伍闯入全国总决赛。全国总决赛将于
12月在长沙举行。

本次南二区大区赛11月3日展开，设5人制娃娃组、
5人制青少年组、5人制社会组以及8人制社会组4个组
别，共有来自湖南、四川、重庆等省市的32支球队参加。

经过两天的比拼，海南队、湖南1队获5人制娃娃组一
等奖，5人制青少年组一等奖得主为海南队和湖南2队，海
南队、湖南体彩队收获5人制社会组一等奖，8人制社会组
一等奖被贵州队和成都队夺得。 这8支球队成功晋级
2018“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的全国总决赛。

“我爱足球”民间争霸赛南二区落幕

湖南3支球队晋级全国总决赛

支持民营企业在行动

� � � � 11月4日， 在2018年举重世锦赛男子67公斤级的争夺中， 湘籍选手
谌利军发挥出色， 分别以182公斤和332公斤夺得挺举和总成绩冠军， 而
332公斤的总成绩还创造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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