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文雁助力“游泳进校园”
� � �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王亮） 记者今天从省游泳运动管
理中心了解到， 中国花游队队
长、 湘妹子孙文雁正式成为我省
“游泳进校园” 系列活动的形象
大使， 助力游泳运动在我省青少
年群体中的普及和推广。

“游泳进校园” 项目2018
年10月获批， 由湖南嘉怡湘泳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执行， 长沙市
岳麓区博才梅溪湖小学是我省首

个“游泳进校园” 试点学校。
“游泳进校园” 项目旨在通过向
青少年普及游泳技能及自救知
识， 助力游泳运动的推广， 最终
促进全民健身的开展。

孙文雁告诉记者， “作为中
国花游队的队长， 我一直非常希
望能够为家乡的体育事业， 特别
是青少年游泳培训的发展尽一份
力量。 希望‘游泳进校园’ 这个
项目能够快速发展， 让越来越多

的孩子都能学会游泳， 并体会到
游泳带来的快乐。” 湖南省游泳
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刘建红表示：
“期待我省‘游泳进校园’ 项目
的开展能走在全国的前列， 也希
望这个项目能为我省游泳运动挖
掘更多的后备人才。”

孙文雁7月份随国家队参加
游泳世锦赛， 复出不久的她发挥
出色， 获得了5枚银牌， 现在她
的目标是冲击东京奥运会金牌。

� � �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通讯员 王明辉）9月7日至8日，长
沙市垂钓运动协会在长沙千龙湖垂钓主题公园连续举办了
两场垂钓比赛。经角逐，石晓明、周宾和杨震获“蔡九海鲜杯”
钓鱼比赛前三名，黄文军、吴丹、郭代龙获“千龙湖杯”钓鱼比
赛前三名。

长沙市垂钓协会会长李喜东介绍， 湖南省钓协和长沙市
钓协还计划于9月在湖南申办十场国家级赛事，此外还在全省
范围策划了近50场家庭趣味娱乐赛、黑坑争霸赛等赛事。

长沙市钓协上周末举办两场赛事

� � � �湖南日报香港9月10日电 （湖南日报、 华声在线、 新
湖南客户端特派香港报道组） 受香港社会混乱状况影响，
最近三个月以来， 全港7000多台旅游巴士的两万多名从业
人员收入受损。 据初步估计， 其中九成以上从业人员业务
量骤减， 工作生活被严重影响。 今天上午10时许， 香港旅
游促进会举办空载旅游巴士慢驶活动， 呼吁尽快止暴制乱，
恢复香港秩序。

林先生驾驶旅游巴士十多年。据他介绍，三个月前，自己
的月收入稳定在两万元左右， 虽然家里只有自己一人工作，
但每日接团没有停歇。现在一个月接一两单，收入陡减，家庭
房租开支每月5000元，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目前入不敷出，
希望尽快止暴制乱。 林先生的公司有30多位像他这样的巴
士司机，生活悉数受到影响。

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香港正在经历超过三
个月的社会混乱状况，旅游业受到灾难性影响，导游、旅行社职
员、巴士司机等，全部面临停工、减薪及无工作的状态。

崔定邦希望通过慢驶活动，向社会表达止暴制乱、恢复
社会平静的期待， 同时希望香港政府协调银行界同舟共济，
延后旅游巴士、的士、小巴等还贷，舒缓中小企业财政压力。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106 8 7 3 4 3 5 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56117538.89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46 4 2 7
排列 5 19246 4 2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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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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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近期，习近平
总书记就反“四风”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
精神，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
记赵乐际要求，9月1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纪委副书记、 国家监委主任杨晓渡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研究部署以主题
教育为动力契机、 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

会议强调，要一以贯之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要突出工作重点，坚决整治
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中的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坚决整治不担当、不
作为问题，坚决整治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
突出问题，深入治理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持续发力纠治“四风”，坚决防止问题反弹
回潮。 要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动力契机，把

牵头和参与的专项整治任务结合起来统
筹推进。要准确把握新时代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的规律特点和工作要求，保持战
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监督执纪问
责，紧盯“关键少数”，深化标本兼治，不
敢、不能、不想一体推进，努力实现纠治
“四风”工作高质量发展。

国办印发《意见》

稳定生猪生产
促进转型升级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保障猪肉基本自给为目
标，立足当前恢复生产保供给，着眼长远转变方式促转型，更好
满足居民猪肉消费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意见》提出，要稳定当前生猪生产，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加
大生猪生产扶持力度，规范禁养区划定与管理，保障种猪、仔
猪及生猪产品有序调运，持续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加强生猪产
销监测，完善市场调控机制。要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大力
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户）发展，推动生
猪生产科技进步，加快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大对生猪主
产区支持力度。要完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提升动物疫病防控
能力，强化疫病检测和动物检疫，加强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
设。要健全现代生猪流通体系，加快屠宰行业提挡升级，变革
传统生猪调运方式，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意见》强调，要强化政策措施保障。一是加大金融政策支
持。完善生猪政策性保险，提高保险保额、扩大保险规模，并与病
死猪无害化处理联动， 鼓励地方继续开展并扩大生猪价格保险
试点。创新金融信贷产品，探索将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
殖机械等纳入抵质押物范围。二是保障生猪养殖用地。完善设施
农用地政策，合理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取消15亩上限，保障
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需要。三是强化法治保障。加快修订动物
防疫法、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研究修订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健全生猪产业法律制度体系。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依法查处
生猪养殖、运输、屠宰、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秋千空中翩翩舞， 老将再创
新纪录。

9月10日， 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秋千项目
继续进行。我省名将吴安珍/费迁
红再创佳绩，以预摆6次、触高11
米的骄人成绩勇夺55公斤级双
人高度项目桂冠， 实现在该项目
上的“三连冠”。

9日， 两人已联手将55公斤
级双人触铃项目桂冠斩获， 成就
“三连冠”。能否再次完成新突破，
是赛前外界对她们的期待。

突如其来的降雨， 给郑州平
添一丝凉意，也有一丝“捣乱”的
意味。在湖南，吴安珍/费迁红不
常在雨天进行训练。

不想天公很快又作美。 苗族

姐妹花上场前，雨停了。站上再熟
悉不过的踏板， 脚穿未被浸湿的
战靴，两人互相鼓劲：“不要怕！冲
就是了。”

此前出场的浙江、 广西、河
北、内蒙古等队的选手，接连“荡”
出了8.4米、8.6米、9.2米、9.8米的
成绩。天气凉爽，现场气氛则逐渐
“升温”。

上届赛事，吴安珍/费迁红以
预摆7次、 高度11米的成绩蝉联
冠军。站在秋千上，高空飞舞的两
人伴着凉风，6次预摆后， 就触到
了11米的高度。“高高在上” 的铃
铛响得清脆， 现场的欢呼顿时炸
开了锅。 她们打破了自己上届创
造的赛会纪录，再次刷新了历史。
本届比赛，她们也成就了双项“三
连冠”。

颁奖台上， 吴安珍/费迁红露

出如释重负的笑容，与教练龙波紧
紧相拥。“这是给师父最好的节日
礼物！”恰逢教师节，姐妹俩将漂亮
的成绩单送给教练。

“备战期间所有的努力都没
白费，太不容易了”，龙波感慨。他
告诉记者，4年前这对苗族姐妹花
创造新的赛会纪录后， 预摆7次、
高度11米就成为不少队伍的“新
目标”。“我们不敢松懈，唯有比
别人‘飞得更高’。”

结束双人项目，吴安珍/费迁
红的郑州之旅完美收官。 回到湖
南后， 吴安珍还得回到湘西州体
校继续“打卡上班”，刚从吉首大
学毕业的费迁红则梦想着成为一
名人民教师。谈及共同的心愿，两
姐妹异口同声：“期待4年后，我们
还能为家乡而战、创造新高！”

（湖南日报郑州9月10日电）

秋千飞舞，再创纪录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 � � �湖南日报郑州9月10日电（记者 周倜）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 湖南健儿
“多点发力”，收获1个一等奖，5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

吴安珍/费迁红在秋千55公斤级双人高度赛中，以预摆6
次、触高11米的成绩，成就湖南在该项目上的“三连冠”，并创
造新的赛会纪录；武术赛场，姚敏以9.35分获女子传统单器
械二等奖，张莹萍拿下女子传统双器械与女子传统一类拳两
个三等奖；龙舟项目，湖南队在小龙舟500米直道竞速男、女
组与标准龙舟500米直道竞速女子组、混合组4个项目上均错
失冠军，获得4个二等奖。

香港旅游巴士业务骤减

从业者呼吁尽快恢复社会稳定

全国民运会第二日

三湘健儿“多点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