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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695671476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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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46 5 9 6
排列 5 18346 5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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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49 01 07 10 11 20 03+0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5

4

7744487 38722435

185867684646692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记者
陈菲）最高人民检察院19日印发第十二
批指导性案例， 涉及的四个案例均为正
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的案件， 社会普遍
关注的于海明正当防卫案入选其中。

据了解， 最高检下发的第十二批指
导性案例分别是陈某正当防卫案、 朱凤
山故意伤害（防卫过当）案、于海明正当
防卫案、侯雨秋正当防卫案。

最高检副检察长孙谦介绍说， 近几
年，正当防卫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起
因虽是孤立个案， 但却反映了新时代人
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的

普遍诉求。对此，明确正当防卫的界限标
准，回应群众关切，是当前司法机关一项
突出和紧迫的任务。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
布第十二批指导性案例， 专门阐释正当
防卫的界限和把握标准， 进一步明确对
正当防卫权的保护， 积极解决正当防卫
适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为检察机关提
供司法办案参考。同时，这4个案例既是
正当防卫的指导性案例， 也是检察机关
以法治手段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指导性案例。 我们专门发布这些指导性
案例，目的就在于进一步惩恶扬善，弘扬
正气， 保护见义勇为， 向社会释放正能

量。
记者注意到， 陈某正当防卫案针对

的是一般防卫的问题，要旨在于“在被人
殴打、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情况下，
防卫行为虽然造成了重大损害的客观后
果， 但是防卫措施并未明显超过必要限
度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依法不负刑事责
任”；朱凤山故意伤害（防卫过当）案涉及
民间矛盾， 这起指导性案例针对的是防
卫过当问题， 明确指出在民间矛盾激化
过程中，对正在进行的非法侵入住宅、轻
微人身侵害行为，可以进行正当防卫，但
防卫行为的强度不具有必要性并致不法

侵害人重伤、死亡的，属于明显超过必要
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但
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于海明正当
防卫案和侯雨秋正当防卫案， 针对的是
特殊防卫的问题，分别明确了“行凶”和
“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
认定标准。

孙谦特别指出， 第十二批指导案例
除集中围绕正当防卫这一主题外， 也体
现了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特
色，分别从介入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
诉和二审检察四个方面， 体现了在办案
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理念和成效。

最高检发布第十二批指导性案例

明确正当防卫界限标准

羽超3比2击败青岛队

湖南华莱两连胜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王亮）

18日，2018至2019赛季中国羽毛球俱乐
部超级联赛第4轮展开， 凭借男双组合
李俊慧/刘雨辰最后一局的出色发挥，湖
南华莱队在长沙以3比2战胜强敌青岛
仁洲队，喜获两连胜。前4轮战罢，湖南
华莱队战绩为2胜2负。

青岛队是羽超传统强队，上赛季是联
赛的第三名。本赛季，青岛队由奥运冠军
张楠、 世锦赛冠军高成炫/申白喆等名将
领衔，实力依然强劲。湖南华莱队本赛季
志在前4， 与青岛队的较量既是一次实力
检验，对最终的联赛排名也有直接影响。

女双较量率先进行，贾一凡/陈清晨
正常发挥，以15比9、18比16取胜。女单
和混双中，魏雅欣和何济霆/刘玄炫未能
抵抗住强大的对手，先后失利。关键的第
四局，男单周泽奇没有手软，在与陆光祖
的较量中， 他以15比13和15比9连下两
盘，将大比分改写为2比2。

生死局， 刚在世界羽联巡回赛总决
赛中拿到男双冠军的李俊慧/刘雨辰顶
住了压力，面对对方的韩国外援高成炫/
申白喆，尽管以16比18先输一盘，但先
以15比12扳回一城，决胜盘再接再厉以
11比4锁定胜局。

本场比赛， 主场的球迷几乎坐满了
球馆，激烈的比赛中，湖南球迷加油助威
的声音此起彼伏。 贾一凡赛后表示：“我
们湖南拥有全中国最好、最专业的球迷，
今天我们能战胜青岛队， 球迷的功劳非
常大。”

羽超第5轮的比赛将于12月20日19
时展开， 湖南华莱队将迎战羽超新军深
圳羽众队。

央行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记者 吴雨 刘玉龙） 中国

人民银行19日晚间发布消息称， 为加大对小微企业、 民营
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 决定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TMLF）， 根据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贷款增长
情况， 向其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来源。 同时， 再增加再贷款
和再贴现额度1000亿元。

人民银行表示， 定向中期借贷便利资金可使用三年，
操作利率比中期借贷便利 （MLF） 利率优惠15个基点， 目
前为3.15%。 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大、 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
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大型城市商业银行， 可
向人民银行提出申请。

在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的同时， 人民银行决定再增
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1000亿元。 今年6月和10月人民银
行已两次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共3000亿元。

� � � � 12月18日，美国企业家
马斯克乘坐他的改装版特
斯拉，从洛杉矶地区第一条
地下高速隧道飞驰而过。这
是马斯克名下的钻孔公司
修建的第一条地下高速隧
道。马斯克2013年提出“管
道高铁” 设想，18日亮相的
这段测试隧道位于洛杉矶
县霍桑市，以马斯克创办的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停车场
为起点，全长1.8公里。

新华社发

高速隧道
亮相

特朗普下令成立美国太空司令部

中车在美生产
首批地铁车辆下线

据新华社美国斯普林菲尔德12月18日电 （记者 高攀
朱东阳）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斯
普林菲尔德工厂生产的首批地铁车辆18日下线， 这批车辆
将被运往波士顿，交付给马萨诸塞湾运输局，这标志着中车
在美本土化生产运营迈出重要一步。

今后几年，中车还将为费城、洛杉矶等美国城市生产新的
地铁车辆。中车斯普林菲尔德工厂2018年正式投产，是中国轨
道交通设备制造商首次在美建厂，产品已成功进入美国市场。

� � �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8日电 （记者
周舟 孙丁 ）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签
署备忘录， 要求美国防部组建太空司
令部， 提升美国太空作战能力。

根据白宫网站当天发布的一份总
统备忘录， 特朗普下令成立以太空为
作战平台的司令部， 要求美国防部长
推荐司令和副司令提名人选， 并称新
司令部将是一个功能性的“联合作战

司令部”。
新成立的太空司令部将成为美国

第11个“联合作战司令部”， 与美国
战略司令部平级， 可直接指挥各军种
所属部队。

通常， “联合作战司令部” 直属
于美国防部， 可分为地域性和功能性
两种， 前者如美国非洲司令部， 后者
如美国战略司令部和美国网络司令

部。
备忘录显示， 太空司令部将承担

此前战略司令部负责的与太空相关的
所有事务。

美国副总统彭斯此前表示， 在建
立太空司令部的同时， 准备在2020年
成立美军第六大军种“太空军”。 但
美国政府内部对是否成立这一负责太
空作战的独立军种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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