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微评

蜀道之难大改观
1952年7月1日，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在成

都火车站成渝铁路通车典礼上将红绸彩带用
力一剪，标志着“蜀道难”的历史从此改变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国从清末
即开始在四川筹建铁路， 民国时期也曾几
次筹划，但延宕至新中国成立，川渝大地还
是没有一寸铁轨。

1950年，成都、重庆刚刚解放不久，中央
即决定修筑成渝铁路。同年6月，3万多解放军
官兵带着未尽的硝烟，投入了筑路的战斗。随
后，铁路沿线的农民也纷纷加入筑路大军。

成渝铁路动工之初，最大的困难是没有
枕木。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几十个县发动了
献卖木料的运动。成渝铁路所需要的钢轨和
配件，国营某钢铁厂制造出来了。道钉、道岔
和某些机器， 重庆400多家私营钢铁厂承担
起来了。十万劳动大军所需要的工具，重庆
相关工厂的职工包做了。过去铁路上用的从
美国买来的火药，西南的工厂自己能够制造
了。完全用本国的器材修筑铁路，在我国铁
路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成渝铁路的修建带动了当地工农业的发
展。许多停工半停工的工厂恢复了生产，失业
工人找到了工作，贫苦农民通过献卖木料、参
加筑路增加了收入。 这使沿线人民更加热爱
自己的铁路， 筑路民工更加尽心地为铁路服
务。 民工提出口号：“保证火车不在我做的路
基上出事故！”沿线农民组织起护路队，许多
妇女深更半夜还在线路上护守巡逻。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 形成了新的交通系
统，密切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工商业的
繁荣，为西南的工业化建设铺平了道路。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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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105 2 3 9 3 3 4 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52971555.4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44 0 9 0
排列 5 19244 0 9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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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9 月 08日

第 2019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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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 1040 1084720

组选三 1036 346 358456
组选六 0 173 0

5 5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9月8日 第2019105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5447637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8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463242
3 30558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25
58000

1131852
9740915

28
2196
43718
364543

3000
200
10
5

0113 17 26 3315

� � � � 9月8日上午8时，香港升旗队总会、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等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
旗仪式，近千名市民参加。在激昂的国歌声
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爱国爱港人士
挥舞手中的国旗，高唱《歌唱祖国》等爱国
歌曲，并高呼“祖国万岁！香港加油！”

参加升旗仪式的人群中有幼儿园小朋
友、中小学生，有老师、家长，还有来自全港
各地的爱国青年和老人。仪式结束后，大家
久久不愿离去，围在一面巨幅国旗周围，高
呼爱国口号，为祖国和香港加油。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华声在线
特派香港前方报道组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9月8日讯 （记者
王亮） 今晚进行的2019年男篮
世界杯排位赛中， 中国男篮以
73比86不敌尼日利亚队， 另一
场比赛， 伊朗队以95比75大胜
菲律宾队。 中国男篮和伊朗队
战绩均为2胜3负， 但净胜分不
及伊朗队， 因此伊朗队成为本
次世界杯战绩最佳的亚洲球队，
中国男篮错失直通东京奥运会
的“门票”。

在排位赛首场比赛中，中国
男篮如愿击败韩国队。与尼日利
亚队的比赛， 如中国男篮取胜，
将直通东京奥运会； 如失利，同
时伊朗击败菲律宾队且分差超
过16分， 伊朗队将成为亚洲最
佳。

今晚的比赛，中国男篮首节
以21比19领先， 但接下来的三

节，中国男篮表现挣扎，每节都
落后对手。 比赛末节，中国男篮
一度将比分追至只差3分， 但关
键时刻只有易建联能够得分，在
尼日利亚队对他加强防守后，中
国男篮陷入得分荒，尼日利亚队
一举拉开比分，获得胜利。

易建联全场拿下27分6个
篮板，依然是中国男篮最值得信
赖的球员，他赛后直言“尽了所
有能力去赢下这场比赛，没能如
愿，确实很难接受”。

根据东京奥运会男篮晋级
规则，未能直通的球队，将参加
2020年6月23日至28日进行的
落选赛。 落选赛共有24支队伍
参加，强手不少，而晋级名额只
有4个， 中国男篮最终想出现在
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难度非常
大。

� � � � 9月8日， 在2019ITF世界女子网球巡
回赛·长沙望城站女单决赛中，塞尔维亚选
手斯托亚诺维奇以2比0战胜保加利亚选手
纳德诺娃，夺得冠军。图为斯托亚诺维奇在
比赛中回球。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傅聪 摄影报道

� � � �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记者从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获悉，9月7
日23时至8日凌晨， 北京天安门地区举行
了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首次联合演练，约
9万人参加演练及现场保障工作。

据介绍， 首次联合演练包括庆祝大会
仪式、阅兵、群众游行、联欢活动、转场、应急
处置等六项内容。其中，持续1个小时的阅兵
演练重点进行了阅兵式、分列式演练。群众
游行演练重点是集结疏散、整体行进，以及

与联合军乐团、合唱团的磨合，与阅兵方阵、
联欢活动的前后衔接。联欢活动演练了主题
表演和中心联欢表演， 演出人员熟悉了场
地，烟花燃放控制系统进行了实地测试。

本次演练重点磨合了庆祝活动全流

程、核心要素的内部衔接，全面检验了各方
组织保障和指挥运行工作，演练精确到分、
组织有序，达到了预期目标。北京市有关方
面表示，这次夜间演练活动，得到了广大市
民群众的理解支持，特表示衷心感谢。

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首次联合演练圆满结束

封锐

自美国率先退出《中导条约》（全称《苏
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
约》）以来，波兰与美国日益靠近，与近邻俄
罗斯愈加疏远。

9月1日，波兰举行纪念二战爆发80周年活
动，却未邀请俄罗斯参加。此前，8月30日，波兰
国防部长马里乌什·布瓦什恰克透露，波兰已
与美国谈妥6处新增驻波兰美军的驻扎地。9月
2日，波兰又与美国签署联合声明，对5G设备
供应商进行更严格审查，紧跟美国步伐。

波兰为何与美国一拍即合？随着《中导条
约》8月2日正式失效，美国和俄罗斯保有、生产
或试验射程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
导弹、弹道导弹和发射装置，不再受限制。靠近
俄罗斯，直接暴露在中短程导弹的覆盖范围，
波兰面临巨大压力，美国正好乘虚而入。

惧怕俄罗斯，想靠美国壮胆，波兰找错了
国家、用错了方法，必将事与愿违。美国是《中
导条约》失效的始作俑者，《中导条约》失效仅
十几天，8月18日， 美国即公开试射新型中程
导弹，加剧敏感地区紧张局势。波兰寄希望美
国提供保护，岂非南辕北辙？反观俄罗斯，9月
2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已向北
约国家发出集体暂缓部署中短程导弹的提
议。谁想挑起对抗，谁想息事宁人，一目了然。

波兰全面向美国靠拢，不仅对其无益，
还会引火烧身 ， 或 将 自 身 置 于 危 险 境
地———针尖对麦芒的中心。

波兰应该找经济伙伴，做和平交易。成
为东西方之间、 俄罗斯与西欧之间交流的
桥梁。经济的合作，令国家关系更加紧密，
一旦谁也离不开谁，波兰的“中间人”地位
必将更加稳固，安全也将更有保障。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近期， 猪肉供给和价格问
题受到社会关注。 记者8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8月31
日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
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部门，认真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多部门相继印发文件，出台
17条政策措施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这些政策措施包
括以下几方面：

基础设施方面， 对2020年底前新建、 改扩建种猪
场、规模猪场（户）和禁养区内规模养猪场（户）异地重建
等给予适当补助，支持动物防疫、粪污处理、养殖环境控
制、 自动饲喂等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适当增加生猪调
出大县奖励资金规模，重点支持生猪生产发展、动物疫
病防控和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贷款贴息方面，种猪场、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款
贴息实施期限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 在延长期
内，将符合规定的种猪场、规模猪场用于新建、改扩
建猪场的建设资金纳入支持范围。

保险方面， 自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12月31
日， 暂时将能繁母猪保额从1000-1200元增加至
1500元、育肥猪保额从500-600元增加至800元，鼓
励具备条件的地方把握时间窗口， 持续开展并扩大
生猪价格保险试点。

推动粪污处理方面， 扩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整县推进项目实施范围，2020年择优选择100个生
猪存栏量10万头以上的非畜牧大县开展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

补贴补助方面，2019年实施生猪良种补贴，补
贴标准每头能繁母猪每年不超过40元；非洲猪瘟强
制扑杀补助经费由现行按年度结算调整为每半年结
算发放一次，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后，县市要在
三个月内将补助资金给付到位； 强化省级财政的统
筹作用，对非洲猪瘟防控经费保障、落实稳定生猪生
产、强制扑杀补助等政策措施确有困难的县市，可降
低或取消县市财政承担比例。

养殖用地方面，生猪养殖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
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前提下，合理安排生猪养殖用地空间，允许生猪养殖
用地使用一般耕地， 作为养殖用途不需耕地占补平
衡；生猪养殖圈舍、场区内通道及绿化隔离带等生产
设施用地，根据养殖规模确定用地规模，增加附属设
施用地规模，取消15亩上限规定。

禁养区划定方面，依法科学划定禁养区，国家法律
法规和地方法规之外的其他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得作
为禁养区划定依据；开展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立即整
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超划禁养区情形；加强禁养区整改
调整政策支持，对确需关闭的养殖场户，给予合理过渡
期，严禁采取“一律关停”等简单做法。

运输方面，从2019年9月1日起，对整车合法运
输仔猪及冷鲜猪肉的车辆， 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运
输“绿色通道”政策，在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6月
30日期间， 对整车合法运输种猪及冷冻猪肉的车
辆，免收车辆通行费。

抵押贷款方面，在辽宁、河南、广东、重庆开展土
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抵押贷款试点，
支持具备生猪活体抵押登记、 流转等条件的地区按
照市场化和风险可控原则， 积极稳妥开展生猪活体
抵押贷款试点。

多部门出台17条硬措施

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波兰为何与美国
亦步亦趋

荨荨（上接1版）
在研发“银河”“天河”超算历程中创

造丰功伟绩的国防科技大学，“玩转”计
算机的能力也是世界一流。

在前不久有“航天奥林匹克”之称的
国际空间轨道设计大赛(GTOC)上，由国
防科技大学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14名平
均年龄不到29岁的“航天青年军”组成的
联队（以下简称“联队”），面对大赛提出

“地球人从太阳系启程，该怎样向银河系
大移民”这一“烧脑”命题，就成功运用了

“天河”超算。
“联队”领队、国防科大教授罗亚中

介绍，“银河大移民” 可选择10万个恒星
系作为移民目标, 每个目标有“移民”和

“不移民”两种状态，搜索空间为2的10万
次方。 参赛的世界各国航天轨道设计精
英团队，比拼高效“星际旅行”设计能力。

经过28个日夜的激烈角逐，“联队”
以 3101分绝对优势荣膺冠军。 包括
GTOC发起人伊佐教授在内的很多国际

知名“航天人”，在分析“联队”的“银河攻
略”后发现：中国“航天青年军”在对手只
能“移民”1000多个恒星系的时候，已有

“移民”4000多个恒星系的能力！
远距离选一个精妙角度、 划一道优

美弧线， 把球射进球门或者踢向理想目
标，这是人类足坛巨星的精彩表现。

不久前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23
届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大赛上， 国防
科技大学机器人足球队“尖子队员”———
Nubot2号，也能踢出这样的“世界波”。

球队领队、 国防科技大学智能科学
学院副教授肖军浩说， 以计算机为“大
脑”且“脑速”很快的机器人足球队员，不
再是冰凉的机器，“TA们”不但有“打法”

“方法”，还很有“想法”……

全球聚首 运筹“十字路口”

在现代社会， 计算机的奇妙应用数
不胜数。 毫不夸张地说， 谁的计算能力
强，谁就能引领人类未来发展潮流。

乔跃山介绍， 当下全球计算机产业
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摩尔定
律逼近极限，让传统计算机发展面临“天
花板”；另一方面，量子计算、类脑计算等
新型计算技术， 又让世人隐约看到了地
平线上的新曙光。

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主办方负责人
之一、 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
记、 厅长曹慧泉等人介绍， 在计算机产
业发展的这个关键节点， 需要汇聚全球
智慧， 研判发展趋势， 共商发展大计。
永久落户湖南的世界计算机大会， 将秉
承“合作共赢、 创新发展” 理念， 为全
球计算机产业搭建一个国际性、 权威性
的交流平台， 共同推动全球计算机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

因势而动，顺势而为。连日来，从海
内外赶往长沙的与会者， 有计算机领域
知名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行业翘楚，
更有华为、腾讯、中国电子、惠普、戴尔等
全球计算机行业龙头企业代表……

“湘约”计算万物，世界拥抱未来！
（新华社长沙9月8日电）

“湘约”计算万物 世界拥抱未来

五星红旗照亮香港

73比86不敌尼日利亚队

中国男篮无缘直通东京奥运会

� � � � 据新华社郑州9月8日电 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日在河南
郑州隆重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开幕式。

古都郑州华灯璀璨，中原大地万众欢
腾。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内，56个民
族齐聚一堂，共同奏响团结奋进的昂扬乐
章。20时，开幕式正式开始，各代表团和
现场近4万名观众迎接国旗仪仗队入场。
各民族运动员身着民族盛装， 精神抖擞，
阔步走来。 各代表团行进中30秒的驻停
表演， 展示了中华文化百花园的绚丽多
姿，让现场观众赞叹沉醉。

20时50分许，汪洋宣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开幕！刹那间，绚烂的礼花绽放夜空，郑州
奥体中心变成欢乐的海洋。

随后，一场以“中华民族一家亲·携手奋
进新时代” 为主题的精彩文艺演出拉开序
幕。演出分为“礼赞中华”、“出彩河南”、“拥
抱梦想”三个章节，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灿烂
文化，讴歌了新中国70年的伟大成就，展示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演出最
后，各族同胞满怀深情，一同唱响《我和我的
祖国》。 场内出现象征新中国七十华诞的数

字“70”，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开幕式之前，汪洋参观了中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展和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展，接见了运动会组委会全体成员、运动
员代表和工作人员代表。他指出，举办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保护和发展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是创新推进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抓手，是党的民族政策
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
党的民族政策， 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
同捧起民族团结的“最高奖杯”，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
部部长尤权出席开幕式。

本届运动会为期9天，全国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解放军
代表团以及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的7009名
运动员将参加射弩、押加、独竹漂等17项竞
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的比赛。运动会期
间还将举办民族大联欢等文化活动。

第十一届全国民运会开幕

� � � � 9月8日，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
图为演员在开幕式上表演。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