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
3456789 :;<=>?@AB'C9D
EFGH)'CI*+JKLMN=BOPQ
R/0STU*+VWN=9 XYZ[N\9
]^_B`a=b̀ ca1N=de:;'C
Bfgh ie:;'C)`cN=BjklN
\mnopqrstuh

!"#$%&!'(')"
v̀ a=wexyz)R{`cBN=$'

C|}~��@�BN�������>�
��l>���l�����;�N\Qe��
��JN����l���BZ�N=h `a
=��eR{�l�Q�` e"0Q¡cK=
¢£�B¤¥l���QK=¦§¨�noh©
ª'C«¬®I*+JNLMN=9¯�s
;°U*+JNZ[±FN\Bv̀ a=we
²³´µ~B9�¶·9`a=�¸*+Bv¹

A=wh©ª*+º»´¼½LMN=9`a=
B8¾¿ÀÁe²³Â�'CU*+VWBh

$%&*+,-"
$%&./0123+4#
!$5678%ÃsÄÅ>�ÆÇÈ¥ Ç

ÉQ K=¦§DÊËN=FÌÍÎoÏK=
ÐQÑRZÎ56�Áe)ÒÓ'ÔZ�Õn
Ö×h

"$569:%¡cØÙ�89sÚe{�
«e{�9ÛÜÝÞßà¢£QÅ>�¤¥�
�byá ��âã�Bäå�k9æ�çËN
\èéêëìí9îï8¡<=h

#$;<9:%Åðñ >�¤¥ÆÇ}�
�ã�BQæ�ÊËK\èéêëòíQóô
'õö÷øùh

0=>?9+!@A/)$%&B"
`a=.úû�Krsüýh©ª*+¡

c>�¤¥ þcñ��Q R�ÿòí!TQ
'C«�¶ÊË`a=B"#êZ$noh¶
aÖÒÓ%&U'Q!"#$ �*+Å3()*
¯���� %&$ +,^Qöúû�ÿ-./0
12Ï '&$ +^TQ34`a=5�o6 ' +
,^h

`a=Qe�ÿBµ~78Q�9ÿ\:

2;h
>?9+$$%&!+4CDEF"

`a=<=¾¿>8Q ieÿ/ä)?Q
úû�ÿ@�`a=AjU�BCBÿ\hD
E`a=�Q´èFB'C«�¶ÍG¼½B
LMÿ=êë78h

$%&G-)"
¶HQ`{DIZJ�ÿ�QIZKL`

cJÿh !(#) �MQNOPlQ'¡RS�P
y¡TBZ[Í�NOJ�BUV>WXY
ÍÎZv[\]_]^`{_JLMÿ=�Qs
�`aÿ=¦§ê{bcdíl íeLMÿ

=whÑ·XQ')`a=:@34Qfghg
i`a=Bjk¹«I'CQl'CÛÜ]g
'õBÿ\}mQginFg'*+Bÿ=Ý
ÞQl`a=¡o�.Bÿ\jkh

pQaÖg !*#)�M�dqErs�J
ÿB +) `a=Qtjº²³uvQpwÿ\
xy'Cz{Q|}34z{|}Jl~ÿÔ
s�l 9kz{2Ï���u`a=JÿQn
oÁ�34z{ ,-- êëQ�5��loé�
���Q:´x�ÒÓönZ)Z7���-
T���Ql*+´ÿ\Ql'C:�Õh

�Z�*+æe��������B�
�Q �Z[ÿ�æe����!�B�àha
Ö7��Q  �aÖÐÚ' ,--  ¡¢aÖ
_nÔQU*+Jÿ`a=QpQaÖf¶x
MB£¤m��U�.`+BuC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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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谢卓芳 肖丽娟 王亮 2019年8月18日 星期日
时事·体育 04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发布登记：湘市监广登字〔2019〕第１7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0.5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
就美国国会议员涉港错误言论发表谈话

此举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据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8月17日，针对美国众议长佩

洛西、参议员麦康奈尔、鲁比欧、众议员约胡等人近日发表的
涉港错误言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文泽表示，近
期在香港发生的一连串非法活动特别是极端暴力行为，严重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条例，公然挑战“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粗暴践踏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香港
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必须依法惩处。

该发言人说，美一些议员把这些暴力犯罪美化成争取人
权和自由，把香港警察严正执法、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歪
曲成暴力镇压，威胁在美国国会推动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此举严重违反法治精神，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该发言人表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是中国的
内政。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是包括750万香港市民在内的全
体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绝不是极少数暴力犯罪分子所能撼
动的，也绝不是任何外部势力横加干涉所能改变的。

新华社记者

“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
居乐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十分关心老城区和棚户区改造，
他在多次实地考察时强调，要让棚户区、
老城区里的群众居住更舒适、 生活更美
好，解决好大家关心的实际问题，让大家
能过上现代生活。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关心和推动
下，棚改工作在全国各地扎实推进，短短
几年时间，上亿居民“出棚进楼”，圆了安
居梦。

从“忧居”到“优居”

8月的内蒙古阿尔山市， 碧空如洗。
笔直的兴安落叶松环抱着幢幢亮丽的回
迁楼。79岁的郭永财和老伴如今就住在
这样的高楼里。

“家里装了电热水器、马桶，生活很
方便。冬天集中供暖，盖个毯子就能睡个
好觉。现在真是享福了。”老郭露出幸福
的微笑。

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30多
摄氏度的严寒， 来到地处边陲的阿尔山
市， 并到困难林业职工郭永财家中了解
情况。 看到郭永财等群众住房还比较困
难，他叮嘱当地干部要加快棚户区改造，
排出时间表，让群众早日住上新房。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下， 阿尔山

市开始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2014年
至今，当地累计投入40亿元改造棚户区。
如今， 像郭永财一样的10200户群众，从
忧居走向安居。

绿树掩映，高楼林立，道路干净……家
住湖北武汉市青山区青宜居小区的刘桂华
由衷感慨：“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2018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
察， 来到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街。“棚户区
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居乐业。 我们的
城市不能一边是高楼大厦， 一边是脏乱差
的棚户区。”总书记一席话，让当地群众感
受到浓浓温情。而今，通过棚改，武汉青山
区1.3万余户、4万多人的棚户家庭迁入新
居，刘桂华一家也在2015年搬进了新小区。

2013年至今，我国棚改大规模推进，
取得了历史性成效，2013年至2017年累
计改造各类棚户区2645万套，惠及6000
多万居民， 改造数量和惠及居民数量均
比2008年至2012年翻了一番。截至2018
年底， 全国范围内1亿多居民“出棚进
楼”，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从“将就”到“讲究”

棚改工作开展以来， 全国各地以棚
改为契机，不断补齐发展短板，通过美化
环境，配套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使
棚改群众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阿尔山市伊尔施街道伊林小区，苏
艳梅的家收拾得格外精致、讲究，鱼缸里

养着色彩斑斓的热带鱼， 阳台上摆满了
花草。“在城里住了几十年， 现在才算真
正过上了城市生活。”苏艳梅感慨地说。

迁入新居，硬件改善，棚改群众的文明
素养也相应提升。 武汉青山区青馨居社区
的余冬梅说，住进新房，大伙都变了个样，
“刚搬来时，不少棚改户有乱丢垃圾、高空
抛物的坏习惯，在社区宣传引导下，再看我
们的社区，卫生干净，每个人都文明守礼。”

“棚改后，不仅有了新房，也有了新
家。”家住长沙市湘雅路街道文昌阁社区
的刘志纯说， 她现在每天都去老年活动
中心唱歌， 参加社区举行的各类活动。
“居住环境好了，生活也更丰富多彩了。”

记者在内蒙古、湖北、湖南等地走访
感到，随着棚改工作的推进，城市面貌日
新月异。各地抓住棚改契机，完善道路、
电力、燃气等配套基础设施，污水处理、
垃圾处理、 集中供热等项目相继投入使
用，并建设公园和广场，大大提升了城市
品质和人居环境。

从希望到兴旺

棚改工程既是改善群众生活条件的
安居工程， 又是帮助群众创业就业的乐
业工程。

在阿尔山市伊尔施街道棚改集中安
置点新希望小区， 常志凤经营了一家超
市，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生意不错。
2014年棚改时， 她用20多万元安置款买

下这家店面。常志凤说：“过去房子破烂，
没有固定收入， 是棚改让我们全家重获
新生。”如今，她家又买了新房、汽车，今
年打算继续扩大店铺。

长沙市芙蓉北路的棚改户李碧如搬
入新居后， 一家人信心满满开始了新生
活。眼下，全家正忙着给儿子找媳妇。“党
和政府心里装着咱棚改群众， 我们既感
动又感恩。”李碧如说。

作为棚改受益者， 武汉市青山区青
宜居小区78岁的老人吴传发， 创作了湖
北慢板《幸福不忘共产党》，在武汉三镇
表演上百场，感恩棚改好政策。去年吴传
发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我们棚户区居民的好日子， 我要向
党组织靠得更近些。”

棚改是重大民生工程， 也是发展工
程， 有效带动了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
2008年至2018年，全国棚改完成投资约
9.7万亿元，棚改及拉动相关产业总投资，
2017年超过20万亿元。

完整参与了阿尔山市棚改工作的副市
长赵德权说，通过棚改，广大干部练就了与
群众打交道的真本领，为民情怀深植内心；
棚改群众真心拥护党和政府， 精神头更加
充足。“棚改，架起一座党群连心桥。”

阿尔山市80岁的棚改户毕殿花说，
党和政府把发展的红利发放给了老百
姓， 让大家过上了幸福生活，“我现在唯
一的愿望就是活到100岁。”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捷龙一号成功首飞
开启中国商业火箭国家队新探索

据新华社酒泉8月17日电 8月17日午间，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的捷龙
一号遥一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以“一箭三
星”方式顺利将三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捷龙一号运载火
箭执行的首次飞行任务， 也是我国商业火箭领域国家队的全
新探索。

捷龙一号总长约19.5米， 箭体直径1.2米， 起飞重量约
23.1吨，是我国固体火箭中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的火箭，由中
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所属中国长征火箭有限公司采用商
业化模式面向商业小卫星发射市场打造。同时，它也是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首型纯商业运载火箭。自2018年2月
研制工作正式启动，到今日首飞成功，捷龙一号只用了不到
18个月时间，成为中国航天研制周期最短的火箭之一，创造
了商业火箭研制的“捷龙模式”。

“捷龙火箭虽小，但它五脏俱全且性能优异，能实现500
公里太阳同步轨道200公斤运载能力，在我国固体商业火箭
中运载效率是最高的。”捷龙一号运载火箭项目技术经理龚
旻介绍。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他，出身我国有名的乒乓世家“鞍山
老白家”；他，从小经常跟马龙、李晓霞一
起“玩球”；他，少年时期进入八一队，后
闯荡海外近十载；他，在刚刚结束的二青
会乒乓球比赛中， 率领湖南女乒“创历
史”，闯入全国四强……他是白鹤。

时间拨回到2018年夏天， 这个实
诚的北方汉子作出一个让全家人都意
外的决定：来湖南队当教练。

“我不为钱，也不求利，只想出成
绩。”1987年出生的白鹤14岁进入八一
队，2008年赴爱尔兰担任国家队教练，
在那边代表俱乐部打比赛，几乎是“出
手必夺冠”。 去年选择回国发展后，国

内众多乒乓球强省向他抛出橄榄枝，
这时，湖南乒乓球队领队肖向阳也“闻
风而动”。

“说实话，运动员时期我都没听过
湖南队。但肖领队找到我，他的理念与
热情打动了我，经过两次数小时的深谈
后，我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归宿’。”有了
自己的想法后，白鹤第一时间与父亲交
流。作为“老基层教练”，曾经带出了郭
跃、马龙、李晓霞等众多名将的白晓鸥，
在了解了儿子的规划后十分支持。

很快，白鹤带着父母、老婆孩子，
搬来了长沙。

真正走进湖南队后， 白鹤更坚定
了自己的选择。“湖南人其实很适合打
乒乓球，聪明、灵活，而且‘吃得苦，霸

得蛮’。现在中国男乒代表人物之一樊
振东的祖籍不就是湖南的嘛。”

从首届青运会预赛就“全军覆
没”，到二青会跻身全国四强，如何帮
助湖南女乒实现如此“飞跃”？白鹤直
言，八一队运动员生涯是他的“根”，留
洋经历是他的“本”。“现在的孩子都很
有想法和个性，沟通很重要。纪律上我
对她们如军人般高要求， 但生活中我
像兄长般值得她们信赖。”

本次山西之旅已结束， 于湖南乒
乓球队而言，收获的不仅仅是殿军，更
重要的是自信和经验。 如何让这匹三
湘“黑马”并非“昙花一现”？白鹤在太
原的青运村前明志： 两年后的陕西全
运会，咱们争取领奖台见！

《这！就是灌篮》第二季
定档8月25日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记者 王亮）今
天，由优酷出品、阿里体育联合出品，优制
娱乐承制的青春篮球竞技真人秀《这！就是
灌篮》在长沙举行媒体探班会，宣布《这！就
是灌篮》第二季将于8月25日首播。

探班会上，《这！就是灌篮》第二季篮球
发起人白敬亭， 常驻教练前中国男篮队员
孙悦、王仕鹏，嘉宾教练前NBA球星德怀
恩·韦德、 乌杜尼斯·哈斯勒姆以及前中国
男篮队员丁锦辉来到现场，与媒体交流。

对于参与《这！这就是灌篮》第二季的
感受，白敬亭表示，非常满意这次“篮球发
起人”的新工作，对于跨界尝试既开心又有
压力。韦德肯定节目为球员们提供的平台，
并希望球员们把握住每一个上场机会，享
受打球的过程。提到参与《这！就是灌篮》第
二季的原因， 孙悦表示希望将自己的经验
和精神传递给年轻人。

现场， 六位明星大咖分为两组进行了
中圈投篮PK，王仕鹏展现“神射手”本色，
最先命中，与韦德、丁锦辉一起赢下PK。

《这！就是灌篮》第二季有多项创新。赛
制上，第二季将呈现多场专业级别的5对5，
教练魔鬼训练贯穿全程；选手阵容上，既有
2019CBA选秀状元王少杰、汕大“杜兰特”
朱松玮等实力顶尖的学院派选手， 也有路
人王“46冠王”头盔哥、“果子哥”曹芳等优
秀街球手，“街头王者”与“学院新锐”激烈
对撞是新一季节目的一大看点。

� � � �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员 吴波 ） 2019年全国男子水球
冠军赛15日在省游泳馆落幕， 经过5
天的角逐， 国家男子水球队摘得桂
冠， 粤沪湘桂联队、 湘桂沪浩沙联队
位列第二、 第三名。

本次比赛共有6支队伍参加， 除
了国家队和陕西队外， 其余为4支联
队， 分为上下半区分别进行单循环

赛。 国家队的张楚锋、 陈仲贤分获最
有价值球员和最佳射手， 粤沪湘桂联
队的朱骋业荣膺最佳守门员。

“今年的冠军联赛已经在南宁、
包头、 湖州打了三站， 每一站都是采
用各省队球员组成联队与国家队进行
对抗的赛制。 国家队在国内的赛事中
保持完整， 有利于进一步磨合和演练
战术， 如此设置的目的是帮助国家队

备战明年2月的奥运会资格赛。” 国家
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水
球部主任赵琪介绍。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
垒球运动管理中心、 湖南省体育局主
办， 湖南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湖南
省游泳运动协会承办， 湖南体育产业
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运营， 湖南湘窖
提供支持。

访前八一队队员、现湖南女乒教练白鹤：

拒绝“昙花一现” 剑指陕西全运

全国男子水球冠军赛长沙落幕

下期奖池：3519353885.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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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2 9 0 9
排列 5 19222 9 0 9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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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5 03 12 17 19 31 02+0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7

4

10000000 70000000

320000008000000

棚改的温暖：1亿多人“出棚进楼”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9年 8月 17日

第 2019222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65 1040 483600

组选三 452 346 156392
组选六 0 173 0

1 5 5

� � � � 8月17日，游客在江西省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参观学
习。江西瑞金被誉为“共和国摇篮”，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
都”和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拥有叶坪革命旧址群、中央革
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沙洲坝革命旧址群、黄沙村华屋等大
批红色旅游资源。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 据新华社香港8月16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15日宣布推出总额达191
亿港元的一系列利民纾困措施， 社会各界反
应积极正面。香港舆论认为，利民纾困措施及
时有效，有助市民渡过难关，但及时止暴制乱、
恢复法治、公正司法才能重振香港经济。

《大公报》发表评论文章称，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日前刚刚提到要出招帮助
中小企业及基层市民渡过难关， 陈茂波
15日就公布多项利民纾困措施， 行动迅
速，令人眼前一亮。政府临时“派糖”，原因
不言而喻。过去两个多月，乱港势力掀起
阵阵恶浪，暴力不断升级，法治遭践踏，秩
序被破坏，经济与民生也严重受创，旅游、
零售、酒店等行业首当其冲。“派糖”凝聚
民心，让市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香港《文汇报》刊发社评说，受中美经

贸摩擦及反修例暴力风波影响， 香港经济
衰退风险越来越大，民生困难也开始浮现，
政府迅速推出多项撑企业、 保就业、 稳经
济、 惠民生的措施， 显示政府准确研判形
势， 有决心有担当解决香港当前的经济困
局，重建市民信心。社会各界、全港市民同
坐一条船，在此困难时刻，更应放下政争矛
盾，支持政府止暴制乱，尽快恢复法治安定
的社会环境，让社会共谋发展，重振经济。

《星岛日报》社论表示，陈茂波今次以
撑企业来保就业，通过冻结加费、五折收
租、豁免部分收费及方便融资等，减轻企
业负担，有助避免出现倒闭潮而陷入恶性
循环。至于扩大薪俸税豁免、综援“出多一
个月粮”、 电费补贴、 学生津贴等纾困措
施，减轻中下阶层的生活负担之外，也有
助纾缓消费紧缩情况，为经济提供动力。

香港舆论：

重振经济须先恢复法治

� � � � 8月17日，香港各界人士在金钟添马公园举行“反暴力、救香港”集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