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酒海井红军纪念园里， 一座
红军墓冢正在修缮，墓冢形如带五角星的红军帽。黑色石
墙上，烈士姓名映入眼帘，一共3000多人。

“多数是在湘江战役牺牲的红军烈士，这些名字是多
年来不断努力找到的。”灌阳县史志办主任史秋莹说。

1934年底的湘江战役， 是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壮烈
的一仗，也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据权威史料
记载，从11月28日开始，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十五团
和军委炮兵营在新圩阻击桂军的进攻。第五师参谋长、红
十四团团长以及副团长、 参谋长、 政治处主任都英勇牺
牲。史料披露，新圩阻击战，红军损失3500多人。

灌阳县党史专家文东柏说， 当地群众不希望这些抛
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因此多年来各方
面不断努力，尽可能找到所有牺牲在此的红军英烈名字。

以前灌阳县只掌握1800多名烈士名单，县党史和民
政部门分别前往福建、江西和湖南等地10多个县查找，经
过当地党史部门确认，名单增至2250多人，他们大都是湘
江战役的烈士，绝大多数人牺牲在灌阳。

在灌阳战斗的红军部队中，红三十四师牺牲很大。文东
柏说，因为三十四师战士很多是闽籍，工作人员专门前往福
建核实，一个字一个字抄写，找回了1000多名烈士名字。

史秋莹说，这些红军的名字，有的是父姓加母姓，再
加一个可以表明孩子特征的名， 如“黎马子妹”“林李妹
子”；有的可能就是按照孩子的排行，如“马二二”“戴七
子”“胡九子”；还有的可能与他的个人特征或生活经历有
关，如“刘矮子”“刘马养”……

史秋莹说，当地有关部门现在还接到外地来的电话，希
望帮助寻找牺牲的红军亲人。但是，湘江战役后，一些部队
几乎打光，红军资料文献当时遗失很多，寻找难度很大。

“寻找红军烈士英名的工作再难，我们也会继续找下
去。”文东柏说。 （据新华社南宁7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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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7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听取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创
新自主权落实情况汇报，支持自贸试验区
在改革开放方面更多先行先试；部署完善
跨境电商等新业态促进政策，适应产业革
命新趋势推动外贸模式创新。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深化
改革开放、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部署，各

自贸试验区积极发挥“排头兵”作用，在深
化“放管服”改革、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
平、促进创新发展等方面形成了一批试点
经验，并已在全国推广。下一步，一要推动
相关省市政府加大向自贸试验区下放省
级管理权限，尤其是投资审批、市场准入
等权限。在自贸试验区全面实现“证照分
离”。二要实施好2019年版自贸试验区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快调整完善相关

法规。对贸易便利化创新、多式联运“一单
制”改革等提出具体措施。三要完善保障
措施。对重大改革事项，地方和部门要建
立联合推进机制。对需要调整实施法律法
规的，要抓紧按程序提请调整和办理。

会议指出，近年来，跨境电商规模快
速扩大，成为外贸增长突出亮点，带动了
创业创新和大量就业。下一步，一要在现
有3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基础上，根

据地方意愿，再增加一批试点城市。对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电商零售出口， 落实
“无票免税”政策，出台更加便利企业的所
得税核定征收办法。二要鼓励搭建服务跨
境电商发展的平台，建立配套物流等服务
体系，支持建设和完善海外仓，扩大覆盖
面。引导相关电商平台加强知识产权维权
服务。三要完善包容审慎监管，严厉打击
假冒伪劣，依法保护商家和消费者权益。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支持自贸区改革开放先行先试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通讯员 邓毅
记者 王亮）今天，第二届全国青年运
动会足球项目社会俱乐部组十一人制
女子U14组决赛在苏州结束， 长沙市
南雅中学雅健女足俱乐部以0比4不敌
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获得亚军。尽管未能登顶，但亚
军依然创造了长沙南雅女足参加全国
性赛事获得的最好战绩， 第二名也是
湖南省十一人制足球队在全国综合性
运动会中获得的最佳战绩。

二青会足球项目社会俱乐部组十

一人制女子U14组比赛6月27日展开。
小组赛， 南雅女足首战1比1战平呼市
蒙校女足，次战16比1狂胜广州七中实
验女足， 末轮又以5比1战胜新乡辅豫
女足， 以两胜一平的成绩排名小组榜
首，进入半决赛。半决赛面对新疆阿里
甫女足，南雅女足“脚感”发烫，以10比
0取胜，晋级决赛。

决赛中，在小组赛
与南雅女足战平的呼
市蒙校女足展现了更
强劲的气势，拼抢凶狠、

射门精准，上半场连入三球，大比分领
先。下半场第21分钟，呼市蒙校女足再
进一球，将比分锁定在4比0。南雅女
足在比赛中也获得了多次机会，但临
门一脚欠佳，遗憾获得亚军。

在二青会足球项目社会俱乐部
组十一人制女子U18组5、6名排位
赛中， 南雅女足以3比0完胜恒大阳
光女足俱乐部，获得该组别第五名。
另一支来自湖南的队伍邵东三中女
足排名该组别第八。

罗汉琛正式加盟上海队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王亮）湘籍篮球职业

球员罗汉琛正式加盟CBA上海大鲨鱼队。记者今天
从罗汉琛处了解到，他已于7月2日与上海队签下了
3年的合同。

2017年， 罗汉琛从深圳新世纪队租借至上海
队。在上海队，罗汉琛逐渐摆脱伤病影响，表现日益
提升。尤其是上赛季，他共出场46次，场均亮相25.1
分钟，能够得到11.2分2.8篮板3.0助攻，两分球命中
率达到53%，得分、助攻均为职业生涯最高。

正式成为上海队的一员，罗汉琛表示，“责任越
来越大，希望可以再次帮助上海队拿到总冠军。”罗
汉琛199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身高185厘米，2007年
加入东莞新世纪青年队， 多次入选国青和国奥队，
参加世界级青年赛事。

二青会足球社会俱乐部组女子U14组

南雅中学获亚军创历史最佳

———记者再走长征路

� � � �经过连续三天的激烈博弈， 欧盟28
国领导人2日晚终于就数个欧盟下届领
导职位人选达成一致。

分析人士指出，新领导层人选名单看
似平衡， 但欧盟内部反对声不绝于耳，名
单能否最终过欧洲议会这一关仍有待观
察。即便最终过关，面对丛生的矛盾和分
歧，新一届欧盟领导团队也任重道远。

名单出炉
今年是欧盟机构领导人的“换届年”。

本次特别峰会进行得十分艰难， 甚至刷新
了欧盟峰会的会期纪录。会议先是从6月30
日晚一直持续至7月1日中午，2日中午复会
后，直到当地时间下午7时，欧盟28国领导
人才最终就人选名单达成共识。

欧洲理事会决定提名德国国防部长
冯德莱恩担任欧盟委员会（欧委会）主
席， 此外还选举比利时首相米歇尔担任
欧洲理事会主席， 提名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总裁拉加德担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
提名西班牙外交大臣博雷利担任欧盟外

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四人之中，冯德莱恩和拉加德是女性。

冯德莱恩来自欧洲议会最大党团欧洲人民
党党团，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盟友；拉加德
是法国人，拥有丰富的财经从业经验，得到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大力支持。 米歇尔来自
欧洲议会第三大党团欧洲自由民主联盟，

得到马克龙支持； 博雷利是西班牙工人社
会党成员，得到西班牙政府力挺。

艰难平衡
欧盟新领导层人选名单之所以久拖

不决，皆因欧盟内部利益诉求太过繁杂：
不仅要平衡欧洲议会各党团间的利益，

还要顾及性别平衡（至少要有一名女性）；
既要平衡成员国政党与欧洲议会党团的
利益差异，又要平衡新老欧洲、南北欧洲
的矛盾， 同时还要兼顾大国与小国以及
大国之间的不同利益诉求。

变数犹存
根据欧盟规则，被提名的四人中仅有

米歇尔可直接就职，其他三人还需经过一
定程序，其中最重要的欧委会主席一职需
要欧洲议会投票表决通过。另外，冯德莱
恩能否最终成为下一届欧委会主席似乎
还存在些许变数， 如果她不能通过表决，
可能使整个欧盟新领导层人选方案作废。

欧洲人民党党团已宣布支持上述人
选方案。但这一方案的“最大输家”社会党
党团对非“领衔候选人”出任欧委会主席
感到“非常失望”，表示将继续维护“领衔
候选人”制，反对少数成员国出于狭隘的
国家利益诉求“封杀”蒂默曼斯。

分析人士认为，如何在欧洲议会投票
表决前平息部分党团的不满对人选方案
最终通过至关重要。 而即便最终获得通
过，新一届欧盟领导团队也面临着如何消
减联盟内部各层面分歧的艰巨任务。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2日电）

他们找到了3000多个
红军烈士的名字

欧盟新领导层人选名单艰难出炉

下期奖池：429776655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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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7 2 3 2
排列 5 19177 2 3 2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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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6 01 06 11 23 29 01+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5

0

10000000 50000000

00

� � � � 7月2日，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参加欧盟峰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