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明合作正确方向 提振全球发展信心
习近平主席的致辞引发国际社会热议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第二十三届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7日在圣彼得堡
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
为《坚持可持续发展 共创繁荣美好世界》
的致辞。 国际社会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致辞
高屋建瓴、 坦荡坚定， 有力提振了国际社
会对中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前景的信心。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
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亚历山
大·洛马诺夫认为， 习近平主席致辞中
提到的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完善全球
治理、 注重生态保护、 加强科技合作等
内容， 非常积极且具有建设性。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
所长彼得·德赖斯代尔说， 现在越来越
多的国家意识到， 坚持多边主义对于维
护世界经济秩序至关重要。 可持续发展
符合世界各国发展的方向和选择。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大学圣保罗工商
管理学院教授利贾·毛拉·科斯塔说， 很
赞成习近平主席致辞中关于“将共建

‘一带一路’ 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有效对接， 统筹协调好经
济、 社会、 环境之间关系， 走绿色、 低
碳、 可持续发展之路” 的观点， 中国此
举将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肯尼亚中非问题专家爱德赫雷·卡文斯
说， 当前世界各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 没
有国家可以在孤立中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

致辞中强调中国将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展现携手推动可持续发展、 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决心， 这非常令人振奋。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 中国问题
专家皮埃尔·皮卡尔说， 习近平主席所
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着眼于人类长远
发展， 显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将有助
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未来。

。"#$%&'()*+,-./01234-
.56 7 !"#$ 8 % 9 & :;。"<=>?@ABC '
D#$'(EFGHIJKLGMNOLPQ RPS
T7 !"($ 8 % 9 ! :0UVWXYZ[\]^_`J
KQ abcLPd-.JK ) efghijRPklm
dJK ) eQLPnJKopqrstuvQLP0w
xlm[\Syz{-. !"(& 8|JKL}~���
ZP�f���)��R�PQ

-. !"(& 88|)��L+�K�ST�1�
!!!"#$"!"($ 8 % 9 *+ : �� $ � *" �
"!%"&'"�"�=>?@ABC ' D#$

'(
#!%"()*"-.JKL
$!+,%"*-"
�(6-.JKW�K�>���e��
�!6�� !"($ 8 % 9 !* :��;�d)��
�*6-. ¡d¢£�-.JKR¤¥d¦§

e�Q
.!%"/"01
23%"4/"56"7"
(W{-. !"(& 8|JKL}~���
!W{-. !"(& 8|�KL}~���
*W{-. !"(& 8|A¨m©� !"($ 8|A¨ª

©���
,W{-. !"(& 8|�«���
)W{-. !"(& 8|¬�®[��
%W{�7 ¥ !"($ 8|L«£K¨¯dP��
'W{�7JKL°I±²dP��

&W{�7�KL°I±²dP��
$W{�7 !"($ 8|ª«³´dP��
("W{�7-.µ¥¶·¸�¹-º-.��d

P��
((W{�7-. !"($ 8G»O)x¼½¾¿[�

dP��
(!W{�7ÀÁÂtÃÄÅd-�"#$%&Æ(

)*+,-.)*ÇÈÉPÊ.dP��
(*W{�7ËÌ / -.ÍÎ 0 dPÏ�
(,W{�7�¥)��RÐÑJKRÒÑÓ�ÔO

-.µ¥¶·¸�¹-º-.���)x¼½¾¿Õ
�KÖdPÏ�

8!%"9:01
!!9;<$"!+($8 %9 !&:W!$:×Ø $�++Ù

(%Ú++
1 1 1 1 "!9;&="�=>?@ÛBC ' D#$Æ(

#!Üe)�vÜ¼ÝÞeß*àáv)àâfã
e)�äÔeß*àáv)àâÓ����Ý�eb
cåæäÝ�eß*àáÐÑçèÊé¿��fÐÑ
çèÊêëì\¥�íÔ-.îï 222345$$6789
1ð6Q

>!?@01
(WRñòØfóôõ�Q
!WABCDE*"
"',):!)"&'$&�ö÷ø ùúû6

FGHIJKLMNOPQRST0%
"%!& U ' V ( W

!"#$%&'()*+,-.
/01234/5674898

:;<=> !"#$??@)AB4CDE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9年 6月 08日

第 2019152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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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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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根
据《国家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发展改革委正牵头
组织研究建立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 以更有效预防
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具体措施将于近期出台。

我国将建立国家技术安全
管理清单制度

� � �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的关于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保障政策的解读指出， 城乡居民
医保个人(家庭)账户取消并不会降低居民的医保待遇，而是
通过推进门诊统筹进行替代。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做好2019年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提出，实行个人（家庭）
账户的，应于2020年底前取消，向门诊统筹平稳过渡；已取
消个人（家庭）账户的，不得恢复或变相设置。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了原有的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其中，新农合于
2003年起开始推行，在建立大病统筹基金的同时，建立了个
人(家庭)账户。城镇居民医保于2007年起开始推行，开展门
诊统筹，不设个人账户。新医改推进过程中，各地新农合的
个人(家庭)账户逐步向门诊统筹过渡。特别是随着2016年城
乡居民医保的整合，制度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大部分地方取
消了新农合个人(家庭)账户。

据介绍，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主要用于支付参保
人在门诊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制度建立初期对培育个人参保意
识、促进个人参保缴费、迅速扩大参保覆盖面等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额度小、保障不足，共济能力差，易诱发滥用等弊端也逐
步显现。 门诊统筹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医保基金共济能力、增
强基金共济效应，能更好地保障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各地推进门诊统筹后， 可将门诊小病医疗费用纳入统
筹基金支付范围，群众在基层医疗机构发生的常见病、多发
病的门诊医疗费用均可报销，比例在50%左右。

同时，为减轻参保群众的门诊大病负担，对于一些主要
在门诊治疗且费用较高的慢性病、特殊疾病(如恶性肿瘤门
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治疗等)的门诊医
疗费用，也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并参照住院制定相应的
管理和支付办法。

国家医保局：

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家庭)
账户取消不会降低医保待遇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通讯员
李翔 记者 王亮 ） 哈弗F5虎扑

“路人王”城市挑战赛（长沙站）8
日在长沙市曙光798城市体验馆
乐运3秒区篮球场举行， 来自全
国各地的24名实力战将展开激
战，最终补位晋级的长沙本地球
员李波脱颖而出，成为“路人王”
长沙站冠军。

正式开赛前， 现场观众、球
员之间展开了一场特别定制的
“快准稳技巧挑战赛”，以角逐本
站挑战赛的3席补位资格， 参赛
选手需依次完成绕桩带球、上
篮、弧顶定点投篮，用时最短者
获胜。蒲辉、李波、高宜飞3人成
功补位，晋级本站挑战赛。

经过近3个小时的激烈角
逐，补位晋级的长沙本地球员李
波挑落一众实力选手晋级4强，
并先后以3分球绝杀张浩林和郭
凌川，夺得本次长沙站挑战赛总
冠军，郭凌川夺得亚军。据悉，今
年哈弗F5虎扑“路人王”城市挑
战赛共有3站，长沙站是首站，其
余两站将于6月13日、22日分别
在重庆、广州举办。

“路人王”篮球挑战赛由虎
扑体育主办，以一对一单挑为模
式，2016年创赛， 是目前国内最
火爆的篮球单挑赛事。

长沙球员李波
荣膺冠军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越“逆风”，越要勇敢“翻盘”。这场艰
难的主场大战，中南男篮终于笑到最后。

2019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
精英八强赛次回合较量8日在中南大学
体育馆打响。于中南大学男篮而言，这场
主场保卫战的难度系数与本赛季赛制相
关， 更与上一回合客场作战的结局相
连———主客场作战制，若战绩相同，则需
凭借两回合净胜分决定出线权。

然而在6月2日的客场作战中， 中南
大学队以82比89惜败， 要想抢得4强席
位，本场比赛必须赢7分以上。

主场作战，阵势不能输———“有田径
场的地方就是中南大学的主场”，这句助
威标语与对手那句“有飞机场的地方就
是中航大主场”旗鼓相当；志在取胜，状
态不能“掉”———从天津回到长沙后，球
队的训练更有针对性、 全队上下憋了一
股劲。能否再次闯入全国四强，继续追逐
全国冠军梦，在此一举。

开场后双方迟迟打不开局面，命中率
不高，失误率渐长，首回合主场取胜的中
航大队手感更是不尽人意，两队在快攻与
紧逼中相互牵制，僵持不下。

中南大学球员刘光耀在第一节的压
哨球命中，吹响球队反击集结号。第二节
开局，外号“大个”的刘禹涛一记暴扣，彻
底激发了球队士气。 中南大学队逐渐打

开局面，半场结束时以47比35领先。
易边再战， 中南大学队每一个小伙

子丝毫不敢松懈， 不给对手追分的机
会———篮板球、防守、快攻，每一个细节
都要尽力做好， 也要提防对手“突施暗
箭”。刘光耀顾不得脚抽筋，黎璋霖、张展
瑜等主力总能为球队带来“及时雨”，新
老队员快速轮转，已无关谁是“板凳”谁
是主力。

大赛无弱旅，迅速调整后的中航大队
也找回了手感。时间只剩下2分14秒，中航
大队凭借2次罚篮，还以63比71落后。

中南男篮咬着牙淌着汗，将“失误送
给对手”，把“得分留给自己”，终于以83
比70取胜，并最终凭借总比分净胜6分的
优势， 将胜利留在了这间再熟悉不过的
球馆里，又一次昂首挺进全国四强。

同样被“留下来的”，还有一份篮球记
忆。球赛结束后，一场盛大的“退役仪式”
为中南大学球员张展瑜、 陈加利举行。举
起属于自己的CUBA退役球衣，两名已为
球队奉献了5年的小伙子热泪盈眶。“在中
南最美好的记忆， 是在球队里与队友、恩
师相处的点点滴滴。”张展瑜的一席话，总
教练白江湿了眼眶，他紧紧拥抱即将步入
各自人生“另一个主场”的弟子。

在他们的身后， 站着那些将继续为
篮球而战的中南大学男篮小伙。 那些年
轻的身影，将是中南大学男篮未来“更好
战绩”的创造者。

� � � �6月8日， 2019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精英八强赛次回合较量
在中南大学体育馆打响。 中南大学男篮以83比70战胜中国民航
大学队， 最终凭借总比分净胜6分的优势， 挺进全国四强———

“逆风翻盘”挺四强

“路人王”挑战赛长沙站举行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暨佩娟 殷新宇

莫斯科动物园熊猫馆开馆仪式上，一
个中国小男孩挤到习近平主席身边问道：
“这是您第几次来到俄罗斯？”

习近平主席弯下腰来， 亲切地对小男
孩说：“我算了一下， 这是2013年以来第八
次到俄罗斯访问。”

还有一个数字同样令人感叹， 两国元
首6年来约进行了30次会晤。 放眼全球，元
首之间这样的交往密度并不多见。 今年4
月，普京总统来到中国，出席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个多月后，
习近平主席应邀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
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6月的俄罗斯，山峦披绿，江河奔涌。5
日至7日，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54个小时，
收获了沉甸甸的成果。 两份联合声明尤受
瞩目。一份是《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在建交70周
年的时间节点上，中俄关系发展蓝图亮相；
另一份是《中俄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
定的联合声明》， 国际形势越是复杂多变，
越是呼唤两国携手担当。

中俄关系步入一个新时代。

时间维度：历史最好时期
5日， 在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大会前，

两国元首有一场见缝插针的活动———共同
参观中俄建交70周年图片展。 走在时空长
廊，他们放慢了脚步、细细品读。

自新中国成立次日中俄建交开始，中
俄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 从相互
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 从战略协作
伙伴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再到新时代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70年风云际会、 沧海横
流，世界早已不是彼时的世界，两国关系也
今非昔比。两国元首一再强调，今天的中俄
关系，正处于历史的最好时期。

一路走来，处处是历史的回响。
在古老的莫斯科大剧院， 中俄建交70

周年纪念大会隆重举行。站在讲台前，习近平
主席深情追忆：“70年前，毛泽东主席首次
访问苏联，两国领导人正是在这里拉开了
中苏友好的历史序幕。”

一个多月前， 习近平主席特意选在北
京的友谊宾馆同普京总统见面，因为“在此
会面多了一份同历史的联系”。新中国成立
之初，大批苏联专家参与援华建设。友谊宾
馆是其中许多专家的住所， 也是两国人民
友谊的见证。

一代代传承，一步步接续前行。
同游涅瓦河的镜头， 定格了一份非同

寻常的情谊。夏风清拂，碧波荡漾，他们从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码头登船， 向拉多加湖
方向驶去。纳西莫夫海军学校、阿芙乐尔号
巡洋舰、 夏季花园宫殿， 还有对岸的海神
柱、 圣彼得堡要塞……普京总统如数家珍
地向老朋友介绍自己的家乡。 两国元首登
上曾打响十月革命炮声的阿芙乐尔号巡洋
舰，共同追忆那段改变历史的峥嵘岁月。

上岸后，两国元首意犹未尽，走进冬宫
继续长谈。

第二天， 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
经济论坛全会上，普京总统说，我和习近平
主席有很好的个人关系， 我们昨天讨论了各
种各样的问题，一直谈到夜里12点多。我对
习近平主席说，很抱歉这么晚了才让您离开。

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擘画中俄关系的
发展航向。“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
新”“普惠共赢”，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的内涵和目标，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主席说，70年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

“俄中关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
但我们不能满足已取得的成就， 还要把两
国关系发展得更好。”普京总统引用了一句
中国古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俄中关系也要止于至善。

发展维度：更多获得感
如何将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更多合作

成果？6年前， 习近平主席担任国家主席后
首次出访， 将其确定为中俄关系面临的一
项战略任务。

春秋赓续，两国元首亲力推动，战略性
大项目纷纷落地， 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
作齐头并进。 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
伴。去年双边贸易额突破千亿美元关口，创
历史新高。

能源合作是两国合作中分量最重、成
果最多、范围最广的领域，去年两国能源贸
易额占了双边贸易额的近半壁江山。7日中
午，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普京总统致辞强调， 很多能源合作项目都
在按既定日程表顺利进行， 进展速度超过
预期。

中国对俄罗斯非资源领域投资明显增
长。长城汽车全工艺生产线落户图拉州，项
目第一期就能解决1500人就业。 访问期
间， 两国元首在克里姆林宫皇家庭院共同
参观了长城汽车图拉州工厂下线汽车展。
在锃亮的汽车引擎盖上， 他们欣然签下名
字。图拉州州长久明当即“抢购”。

5日下午，克里姆林宫孔雀石厅济济一
堂。在两国元首见证下，中俄签署了20多份
合作文件。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深化经贸、

农业、金融、科技、环保、通信、基础设施建
设等广泛领域合作。 俄方愿增加对华出口
大豆等农产品。

习近平主席说：“我这次来俄罗斯，双
方一共签了价值200多亿美元的项目。会谈
时，我总感觉时间不够，因为要谈的内容越
来越多了，项目也越来越具体了。”

“我们不断改善俄中双边贸易结构。”
普京总统表示：“双方在多个领域有合作工
作组， 合作广度和深度是我们和其他国家
所没有的。”

中俄人文合作如火如荼。习近平主席和
普京总统的母校———清华大学和圣彼得堡
国立大学， 先后向对方国家元首颁授名誉博
士学位， 有力推动了两国教育和青年交流。
“乐动中俄” 人文交流主题活动拉开大幕。在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中国游客随处可见。访问
期间， 两国元首共同乘车到莫斯科动物园参
加熊猫馆开馆仪式。 落户莫斯科的两只熊猫
“如意”“丁丁”，在俄罗斯掀起新的“中国热”。

习近平主席十分关心中俄合作造福两
国民众：“不断放大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的
积极效应， 让两国人民从双方合作中有更
多获得感。”

空间维度：更多中俄方案
中国-俄罗斯，两个体量庞大的邻国有

着影响世界的力量。
一个新词引发各方解读。 在莫斯科两

国元首会谈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在国
际事务中贡献更多中俄方案。 两国元首不
约而同地强调：“中俄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
和地区问题上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立场。”

共识，源自历史。70多年前，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改写了世界格局。 作为亚
洲和欧洲战场上牺牲最多、 贡献最大的国
家，中俄深知和平的宝贵。

人类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习近平
主席强调，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俄承
载着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更大期待。新
时代，更要担负起维护和平安宁的使命。

中俄方案中有不容撼动的底线。维护《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国际法，维护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 两国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
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句句掷地有声。习近平主
席评价说：“宣示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体
现中俄的担当精神和两国战略协作的积极效
应，这在当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习近平
主席围绕可持续发展提出三点倡议，“合
力打造开放多元的世界经济”“努力建设
普惠包容的幸福社会”“致力构建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普京总统的致

辞，表达了相似的期待。
在互动交流环节， 主持人提到了诸多

热点。有两个超越双边关系范畴的问题，世
界格外关注。

一个问题关于共建“一带一路”。
习近平主席回顾了共建“一带一路”历

程，“参与方已远远超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
范畴，充分表明这一倡议具有强大凝聚力，
并非中国一厢情愿。‘一带一路’ 坚持共商
共建共享，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一带
一路’也并非所谓中国的殖民计划，中国从
来没有过殖民他国的历史。”

普京总统感触颇深：“我在参加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注意到，全
球许多重要的首脑都来了。我还特别注意到
习近平主席对待客人的方式以及中国的行
事风格：他们提出建议，但不会勉强对方。”

另一个问题关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
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交锋。

面对世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阴霾，普
京总统坦诚直言：“面对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发
展、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上升，一些西方国家
通过挑起贸易战、推行金融霸权、动辄实施单
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阻挠正常教育学术交流
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打压。 个别西方国家对中
国华为公司的打压就是典型的例证。”

此访期间，中俄签署5G项目合作伙伴
协议，向国际社会传递了积极讯息。习近平
主席在论坛全会上强调， 中方愿同各国分
享包括5G技术在内的最新科研成果，共同
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

习近平主席在答问时娓娓道来。
“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中国是全球化最

坚定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之一。当前，世界上
出现的一些逆全球化动向只不过是全球化
潮流中激起的几朵浪花， 阻挡不住全球化
大潮。全球化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可怕，不能
因噎废食，动辄采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
施，不能采取以邻为壑的自私做法。”

“我们要认识到，全球化出现的问题，
反映的是全球治理的滞后。解决这些问题，
要坚持以开放为导向， 坚定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我们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完善现
行国际体系。 要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中国致力于做国际社会的建设者而不
是破坏者，做架桥者而不是挖沟者。我们致
力于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习近平主席的语
气温和而充满力量：“中国的文化讲究‘和为
贵’‘和气生财’， 要和所有国家都秉持相互
尊重的态度来处理我们面临的问题。”

中俄方案回荡在会场，世界都听到了。
（新华社圣彼得堡6月7日电）

“搬不走的好邻居、拆不散的真伙伴”
———记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的54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