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简讯

� �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王
亮） 红蓝两队合并后的新一届中国男
篮今天在上海集结，开始备战11月29
日、12月2日分别在上海和佛山进行的
两场2019年男篮世界杯预选赛。

前15轮联赛过后，2018至2019赛
季CBA常规赛目前进入本赛季的首
个国家队比赛窗口期， 合并后的中国
男篮将出战世预赛第二阶段比赛，分
别是11月29日对阵叙利亚队，12月2
日迎战黎巴嫩队。

作为明年男篮世界杯东道主，中
国男篮已自动晋级，但合并后如何选

拔出最适合的球员， 并磨炼阵容、调
整状态则是摆在中国男篮主帅李楠
面前的新课题，因此每一场世预赛对
中国男篮依然十分重要。目前世预赛
小组赛中国男篮战绩为3胜3负，排名
E组第5名。

由于李楠此前执教的是男篮红
队，因此在CBA联赛开始后，他主要
考察的是蓝队球员，最终本次参加世
预赛的中国男篮16人大名单中，有9
人来自蓝队， 红队则有7人入选。其
中，广东队共有易建联、周鹏等5名球
员入选，是贡献国手最多的俱乐部。

� �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王
亮） 今天， 2018年“全民健身挑战
日” 活动湖南系列赛揭幕站在株洲
市举行。

“全民健身挑战日”由中华全国
体育总会主办， 各省市体育部门承
办，体坛传媒集团推广的大型、综合
性群众体育活动。自2013年由我省发
源以来，已在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举
办了近百场活动， 参与人数超340万
人次。今年，我省14个市州全部参与，
总决赛将于12月22日在湘潭市举行。

本次株洲揭幕站活动内容丰富，
既有团队参与的啦啦操、 广场舞、太
极拳等项目，也有投篮、颠球、平板支
撑等个人项目。由残疾人士与陪跑者
共同完成的融合关爱跑吸引了众多
市民观看，残疾人士热爱生活的精神
也赢得阵阵加油声。

在颠球王比赛中，丘怡诚以600
次的成绩获得冠军，宋晓敏与彭思超
组合以650次垫排球获得垫球王冠
军， 他们将与其他项目的冠军一起，
受邀代表株洲市，参加全省总决赛。

“全民健身挑战日”湖南系列赛株洲揭幕

新男篮集结上海 备战世界杯预选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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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倒逼改革
破茧成蝶，换来新生

从曾经的技术工人， 到现在的企业
负责人。 年届60岁的周平虎永远无法忘
记1990年那个夏天， 在时代大潮的感召
下，周平虎从国企辞职，来到对外开放的
前沿阵地广东。怀揣8000元存款，租了
间两米宽的门面， 推着自行车……打破
铁饭碗，他开始自己找客户，推销旋压机
械设备。

经过数年奋斗，他的生意越来越广：
第一个海外买家， 是从阿里巴巴平台上
找来的南非商人；第一张大批量订单，来
自沟通五洲四海的广交会； 第一个海外
技术指导， 是从澳大利亚请来的大学教
授……

周平虎感慨：“现在， 我们研发的机
械设备远销世界50多个国家。”

“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如同破茧成
蝶，虽会经历一时阵痛，但将换来新生”。
周平虎的故事， 是中国在开放中学习先
进经验，在开放中促进改革发展的缩影。

回溯4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开
放与改革始终结伴同行。 从深圳经济特
区的创立到浦东的开发开放， 从加入世
贸组织到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从经开
区、保税区到自贸区、自贸港……改革与
开放形成的合力， 推动整个国家在现代
化道路上加速追赶、书写辉煌。

“开放就是改革， 寓改革于开放之
中，这是40年中国发展的法宝。”上海市
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说。2018年3月下旬，
我国第一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
货在浦东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线
交易。锣声一响，举世关注。

原油期货的设计特点， 可用17个字
概括：“国际平台、净价交易、保税交割、
人民币计价”。字里行间，处处透着开放
的理念。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陆
丰说，原油期货推出之前，国家发展改革
委、能源局、证监会等牵头，在期货市场跨
境监管、境外投资者准入、外汇兑换、海关
保税监管等方面发布了一系列配套政策，
为“上海油”走向世界、成为全球第三大原
油期货合约奠定了基础。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2018年是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最好的纪念方式
是推出力度更大、 范围更广的改革开放
措施———

2018年4月11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了11项将在今年落地的金融开放措施。

2018年7月10日，上海公布“扩大开
放100条”，90%以上的措施年内实施。

2018年7月30日，《北京市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 扩大对外开放重要举措的行
动计划》发布，117项举措务实有力，传递
出强烈的政策信号。

2018年10月16日，《国务院关于同意
设立中国（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
复》 正式发布， 中国的自贸区增至12个
……

从中央到地方，从制造业到服务业，
从具体举措到实施载体———中国用实际
行动证明：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
开越大。

开放激发创新
海纳百川，勇立潮头

位于上海张江科学城的跨国企业联
合孵化平台， 最近一年与创业企业的对
接很红火。GE的爱迪生创新工社、 博世
的汽车智能平台……越来越多的创业者
通过这个平台，获得了技术、资本、市场
等资源的注入。

单从面积看， 这个2000多平方米的
“迷你孵化器”并不惹眼。这里空间虽小，
平台不小，成果更多。比如，一家创业企
业发明的物质快速脱水提纯技术， 已被
几家全球日化巨头“相中”，用于其天然
植物成分化妆品的研制中。

用张江跨国企业联合孵化平台副总
经理杨亮的话说， 本土创业企业和跨国
公司对接，是一种“蚁象共舞”的模式。跨
国公司的资源资本， 加上创业者的激情
和智慧， 在平台上产生化学反应。 截至
2017年底，平台共计孵化了41个项目，总
的市场估值达到30亿元。

“搞自主创新，不是闭门造车。要善于
以开放的心态， 勇于和世界顶级水平对
标。”同处张江科学城，微创医疗器械集团
董事长常兆华对“开放式创新”感触颇深。

1998年， 常兆华回国创业。2015年，
微创研制的“火鹰”心脏支架在欧洲开展
大规模临床试验，试验成果于今年9月登
上医学权威刊物《柳叶刀》。常兆华说，欧
美是全球医学最发达的区域。 微创希望
在“苛刻”的环境下，为国产医疗器械赢
得国际医学界的认可。

从京津冀到长三角， 再到粤港澳大
湾区，“开放式创新”激发的活力，遍布大

江南北、长城内外。
“如今在深圳，不管企业负责人是否

高学历，来自什么地方，他们的企业一成
立，都会想到在国际的产业链中去寻找定
位。这就是深圳开放和创新的特质。”深圳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

苹果华南总部、高通深圳创新中心、
空客（中国）创新中心……近年来，一系
列全球知名企业选择将创新载体落户深
圳。

与国际高手近距离过招， 让本土企
业快速成长。 正如吴思康所说：“深圳因
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新，因改革
开放而强。 开放对于深圳建设国际化创
新型城市实在太重要了。”

开放推动共赢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上海西郊，一片银色的“四叶草”熠
熠生辉， 迎接四海宾朋。2018年11月5日
至10日，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的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书写了国际贸
易史上新的华彩篇章。

北欧最大的快消品公司———挪威奥
克拉集团参加了首届进博会。“我们大部分
产品第一次进入中国，在进博会上充分感
受到中国市场的热情。集团已决定参加明
年的进口博览会， 希望展会的规模
再大些。”谈到参展收获，奥克拉大
中华区销售经理赵静雅喜出望外。

在进博会上“收获满满”的，不
止是高品质快消品。埃塞俄比亚的
咖啡、赞比亚的蜂蜜、冈比亚的民
族服装服饰、 南苏丹的手工艺品
……这些最不发达国家的特色产
品，也在进博会上集中亮相。

通过进博会这样的国际公共
产品，中国实实在在帮助最不发达
国家分享发展机遇，参与经济全球
化， 携手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
设。

中国的开放， 是全方位的开
放。目光由东部转向西部，内陆的
陕西省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节
拍，一路向西开拓，对外合作如火
如荼。

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西安爱菊粮油工
业集团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建起30万吨的
油脂加工厂。“中亚地区粮食生产能力比
较充裕。我们的投资不仅解决了当地卖粮
难问题，也满足了国内百姓对高品质粮油
的需求。”爱菊集团董事长贾合义说。

通过向西开放，今年上半年陕西的外
贸增速在全国名列前茅。陕西省商务厅副
厅长唐宇刚说，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行以
后，开行总量逐年递增。“陕西装备制造业
的产品，比如宝鸡的石油钻采机械，走进
了沿线很多国家。 而中亚地区的粮油，通
过‘长安号’运到了国内市场。”

站在古丝路起点西安“大唐西市”的
规划图前， 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主席吕
建中娓娓道来：“盛唐时期， 世界各地的
商品、珠宝、药材以及宗教文化，通过丝
绸之路传到了西市。

如今，“大唐西市” 正在打造国际商
旅文化产业项目， 陕西自贸区也在探索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和人文
交流的新模式。 过去和未来， 历史与现
实，在这里实现了神奇交汇。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今天的中国，
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自信、担当作为。
今天的世界， 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同舟
共济、共赢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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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大门越开越大 道路越走越宽

� � �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40年发展的辉煌成就昭

示，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
一招，也是中国与世界互动共赢
的精彩篇章。

进入新时代，中国又推开了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门。展望
未来，新一轮开放不仅助力中国
的高质量发展，也将为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记者 宋振远 何欣荣 孙奕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下期奖池：682061643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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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21 8 2 9
排列 5 18321 8 2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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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138 01 23 24 28 33 04+0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10000000 10000000

00

“九合一”选举惨败
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24日晚间宣布辞去民进
党党主席职务，以示对该党在台湾地
区“九合一”选举中的表现负责。

� � � � 满载货物的
中欧班列（西安）
缓缓驶出站台，一
路向西奔向拉脱
维亚首都里加，标
志着西安至里加
中欧班列正式开
行（10月30日摄）。

新华社发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中西读者会在西班牙举行

据新华社马德里11月24日电（记者 郭求达 田栋栋）在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前夕，由中国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等共同举办
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西读者会22日在西班牙举行。中
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晓晖，中国驻西
班牙大使吕凡，西班牙参议院宪法委员会主席卢卡斯等共约
200名中外嘉宾出席了活动。

王晓晖在读者会致辞中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各
国朋友读懂中国的发展成就、发展动因、发展前景打开了一
扇“思想之窗”。这部重要著作，把握历史大势，深刻阐明了中
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重要命题；把握宗旨使命，深刻阐明
了中国改革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价值理念；把握人类未来，
深刻阐明了对解决世界问题怎么看、怎么办的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读懂这部重要著作，就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成功的秘
诀，也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时代潮流和人类发展大势。吕凡说，
西班牙读者通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重要著作，可以感
受到习近平主席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对人类发展重大问
题的睿智思考和独特见解，如何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
界，在这部重要著作中可以找到答案。

卢卡斯表示，习主席访问西班牙是一次“黄金”般的机会，
西班牙要进一步加强同中国在治国理政以及改革发展方面的
经验交流，积极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两国经贸合
作和人文交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国际论坛主席奇
基略说，本论坛将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助力，通过对话的方
式促进交流，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西
班牙知华讲堂副主席维克多·科迪索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这部重要著作，既通过深刻论述帮助外国读者更好了解
中国，也用平易浅显的表达向全世界介绍了解决人类问题的
中国方案。

读书会现场，中外嘉宾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展开深
入交流。大家认为，这部重要著作将为西班牙读者认识和理
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重要帮助，为交
流和借鉴中西、中欧治国理政经验提供重要启发。

同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中国日报社等举
办的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暨经济发展研讨会在马德里举
行，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北约前秘书长、西班牙前外交大
臣索拉纳， 西班牙国务秘书依雷内·劳萨诺等约150名中外
嘉宾出席。

� � � � �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局23日
说，本月8日在加州北部燃起的山火“坎
普”造成至少84人死亡，共烧毁1.8万多
栋建筑物，目前已基本熄灭。根据最新
数据，“坎普” 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620
平方公里，在山火燃烧过的地区已找到
84具遇难者遗体，山火共烧毁民宅约1.4
万栋、 商业建筑500多栋、 其他建筑
4200多栋。 (均据新华社11月24日电)

美加州北部山火基本熄灭
造成至少84人死亡

涉25名被告人“套路贷”诈骗案宣判
3人被判处无期刑期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日前

集中公开开庭宣判了被告人黄某等11
人、被告人张某等14人“套路贷”系列诈
骗案，以诈骗罪分别判处黄某、谢某、张
某3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罚金150万元至200万元不等， 其余
22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二年三个月至
十三年不等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