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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80 3 1 6
排列 5 19080 3 1 6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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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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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8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8日上午在海南博
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
式，并发表题为《携手应对挑战 实现共
同发展》的主旨演讲。来自五大洲6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位政界、工商界
代表和智库学者参加。

李克强表示， 博鳌亚洲论坛自成立
以来，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已成为在亚
洲乃至世界有影响的高层次对话平台。
去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论坛年会
发表主旨演讲。今年年会主题是“共同命
运、共同行动、共同发展”。期待会议凝聚
各方共识， 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李克强表示， 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
复杂深刻变化。 面对世界经济下行压力

等共同挑战，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
身。各方应共同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寻
求互利合作的双赢、多赢之道；要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规则为基
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携手实现共同发展；
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推动其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李克强指出， 亚洲是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 是推动世界经济
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面对复杂的国际
形势，亚洲各国要同舟共济，携手实现共
同发展。 各方要协力维护和平发展大环
境，深化战略互信，共同维护好亚洲和平
发展局面。协力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尽
早 就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谈判达成共赢方案，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协力

构建创新发展新格局，打造开放、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李克强强调，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
本国策。外商投资法是中国打造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我
们将抓紧制定相关配套法规， 确保年底
前完成，明年1月1日与外商投资法同时
实施。我们将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
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
理制度。我们将持续扩大金融业、现代服
务业等领域对外开放。 我们平等对待内
外资企业，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切实
维护外商合法权益。 我们将保持港澳台
投资政策连续性稳定性， 一如既往支持
港澳台资企业发展。 我们还将加快提升
贸易便利化水平， 今年要明显降低通关
成本，提高通关效率。

李克强简要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
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出现
一些积极变化，市场预期得到明显改善，
同时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外部输入
性风险上升。我们将保持战略定力，不会
实施“大水漫灌”式强刺激政策，不会走
铺摊子、粗放增长的老路，将强化政策落
实，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创新，兑现大
规模减税降费等措施， 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顶住下行压力，
保持经济运行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使中
国经济长期向好稳定发展。

开幕式上，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
基文致欢迎辞。老挝总理通伦、韩国总理
李洛渊、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总理热苏斯以及工商界代表先后
致辞。

责任编辑 谢卓芳 肖丽娟 王亮 2019年3月29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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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会见外国政要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7

日在海南博鳌会见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的卢森
堡首相贝泰尔。

李克强表示，中卢关系长期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两国经济
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我们愿同卢方扩大双向开放，加强政治、
经济关系，深化务实合作，特别是金融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
方愿意看到一个繁荣稳定的欧洲， 同时希望欧方为两国企业
开展合作与竞争提供公平的环境。

贝泰尔表示，卢中关系友好。卢方坚定支持欧中发展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支持共建“一带一路”，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7
日在海南博鳌会见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的韩国
总理李洛渊。

李克强表示， 中韩同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和本地区重要国
家，互为最大经贸合作伙伴之一。我们愿同韩方共同努力，增
进互信，密切交往，加强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进展。中方
愿同韩、日两国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推动区域经济一
体化，共同维护地区繁荣与稳定。

李洛渊表示，韩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同中方深
化各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李克强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携手应对挑战 实现共同发展

�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全
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3月28
日在京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部署启动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评
选表彰活动，要求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宣传学习活动，倡导讲道
德、尊道德、守道德，推动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 以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新
进展新成就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据悉，经中央文明委领导批准，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
六家主办单位近日印发了关于评选表彰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
的通知。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分为“助人为乐模范”“见义勇
为模范”“诚实守信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孝老爱亲模范”五类，
通过群众推荐、遴选审核、投票评选等步骤评选产生。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
评选表彰活动启动

曼联宣布索尔斯克亚转正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记者 王亮）今天，曼联俱乐部宣布

临时主帅索尔斯克亚正式转正， 双方将签下一份3年合同，据
英国媒体透露，他的年薪为750万欧元。

索尔斯克亚于去年12月接替下课的穆里尼奥， 成为曼联
的临时主帅。拿起曼联教鞭的前8场比赛，索尔斯克亚就率队
取得8连胜。迄今为止的19场比赛，索尔斯克亚的成绩单是14
胜2平3负。索尔斯克亚球员时期在曼联效力11个赛季，是曼
联队史最成功的前锋之一，2007年退役后转型成为教练。

� � � �三月的拉萨，树枝已经冒出绿芽，春
天的气息愈发浓郁。

28日上午， 布达拉宫广场彩旗飘
飘，充满了节日的喜庆。

这是一个让人欣喜的时刻。 西藏各
族各界干部群众， 上万人共聚布达拉宫
广场，热烈庆祝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日子。60年前
的今天， 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砸碎
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 百万农奴翻身站
起来， 开启了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阔
步前行的新征程。

上午10时， 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布
达拉宫广场顷刻间沸腾了。 现场群众挥
舞国旗、哈达、鲜花，将广场装扮成喜庆
的海洋。

“因为很激动，我四点多就起床了。”
58岁的拉萨市城关区桑达村群众拉旺
次仁说，“我的阿爸是农奴。 民主改革当
年，阿爸分到了田地和农具，那时起家里
的日子越过越好。 今天是值得我们所有
翻身农奴庆祝的大日子， 我发自心底地
感到高兴。”

在嘹亮的国歌声中， 鲜艳的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 群众自发地跟着节奏唱起
国歌。

歌声飘扬，心情激荡。
来自拉萨市城关区夺底街道维巴村

的曲色组组长洛桑平措， 作为翻身农奴
代表，满怀激动地走上主席台发言。

“民主改革前，我们全家一家人住在
牛圈里，有病只能自己扛，还经常被农奴
主谩骂殴打。当时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不
再被当成牲口一样对待，能吃一顿饱饭。”
洛桑平措动情地说，“民主改革后，我走进
了学堂，还当上了村干部，一心一意跟党
走是我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事情。”

洛桑平措的发言引发了现场群众的
共鸣。

“旧西藏是农奴主的天堂。农奴主吃
香的，喝辣的，有的人连路都懒得走，出
门就让人抬着。”73岁的巴桑次仁说，“新
西藏是我们老百姓的天堂。 在党和政府
的领导下， 每家每户都有吃不完的糌粑

和酥油，这一切都是民主改革的成就。”
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最广泛、最

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开创了西藏历
史的新纪元。

一甲子沧桑巨变， 雪域高原实现伟
大跨越———

60年前的今天，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
下的民主改革， 成为新旧西藏的分水岭。
西藏从此废除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建立
起全新的社会制度，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获
得人身自由，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在党中央特殊关怀和全国人民大力
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成就举世
瞩目： 全区生产总值从1959年的1.74亿元

增长到2018年的1477.63亿元， 按可比价
格计算增长191倍。2018年，全区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1.7万元。群众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医疗条件不断改善、社保体系不断
完善，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68.2岁。

60载风雨兼程，新时代凝心聚力再
起航———

60年后的今天，西藏各项事业进入
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享受着民主改
革发展果实的各族干部群众， 对未来满
怀期待。

“爷爷奶奶经常跟我讲过去给贵族干
活的苦。他们像我这么大时，根本没有机会
上学，每天都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现场
观看庆祝大会的拉萨江苏实验中学初一
学生索朗措姆说，“今天听了旧时代的黑
暗，更加坚定了我珍惜幸福生活，努力学习
增长本领，建设更好西藏的决心。”

“在新时代创造更好生活，更需要有
拼搏精神。”现场观看大会的西藏首个竞
技体育世界冠军西洛卓玛说，“民主改革
6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原
体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我一定会抓住
时代机遇再创辉煌。”

60年伟大跨越， 汇聚成喜悦赞歌，
在历史的长河中久久回荡。

新时代扬帆起航，吹响了奋斗号角，
在时代的背景下催人奋进。

命运，在历史的今天改变！
（新华社拉萨3月28日电）

命运，在历史的今天改变！
———庆祝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大会侧记

� � � � 3月28日，庆祝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大会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