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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
记者报道：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18日晚在湖
北省武汉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
动会开幕。外国政要、专家和代表团认为本届军
运会为各国军队提供了友好交流的平台， 彰显
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埃及武装部队体育局局长哈齐姆准将
说， 本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是埃及历史上参赛
人员最多的一次。 中方在赛事组织和筹备方
面展现出世界一流水平， 给埃方留下深刻印
象。 军运会是军事体育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
台，我们期待通过此次军运会增进友谊、深化
合作。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

表示， 世界军人运动会有着促进各国军事文
化交流互鉴的作用。 巴西本次派出了众多优
秀的军人运动员， 其中不乏为国出征奥运会
的运动健儿。 本届武汉军运会的硬件设施及
后勤保障赢得世界瞩目。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 中国问题专家
皮埃尔·皮卡尔说，世界军人运动会使我们再
次意识到团结在一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国
际体育和竞技运动使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
汇聚一堂。 这次军运会再次展示了中国在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 积极发展体育运动方面的
努力，以及通过体育传播友谊、促进和平的坚
定意愿。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德国代表团团长
克里斯蒂安·吕茨肯多夫说，希望看到一届伟

大的军人运动会，“世界军运会对全球各个国
家的军人运动员都非常重要， 举办军运会本
身就是在践行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体育传
友谊’的理念”。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军事评论员巴拉
涅茨说， 体育就是和平这一精神完全适用于
世界军人运动会。 军运会有助于拉近各国军
人之间的联系，促进相互理解，加强不同国家
武装力量之间的交流。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爱德赫雷·卡文斯
说， 本届体育盛会彰显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
的决心， 提醒世界各国军队应创造更多友好
交流的平台，共同应对世界和平、人类共同繁
荣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通过主办运动会为世
界各国军队提供了文明交流的机会。

促进交流互鉴 凝聚和平力量
———国际社会热议第七届世界军运会

致敬，军礼
� � � � 据新华社杭州10月19日电 以
“智能互联 开放合作———携手共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六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于10月20日至
22日在浙江乌镇举办。

人工智能、5G、 开源芯片等科技
热点，产业数字化、金融科技、工业互
联网等产业前沿， 网络空间数据治
理、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等议题，将吸
引互联网界各路大咖到来。多位互联
网创新创业者向记者透露了他们的
新期待和关注点。

领英中国总裁陆坚说，产业数字化
是今年领英尤为重视的焦点。数字经济
在中国迅猛发展，通过多个领域推动着
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变革，其中数字技术
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释放出巨大能
量，将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陆坚表示，随着中国数字经济从
“高速”转向“高质”，对高质量的数字
人才的需求也在日益攀升，数字人才
也将成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

动力。因此，及时了解数字人才结构，
掌握数字人才流动情况，对中国产业
的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

世界互联网即将进入“乌镇时间”，
奇安信集团总裁吴云坤表示：“我非常
期待能够从这个平台上获得来自产业
数字化、金融科技、工业互联网、人工智
能等前沿领域的产业思维和技术趋势，
了解各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信息
化技术应用方向，同时也非常希望能够
从这个平台上获得网络空间安全治理
的前沿战略和先进方法论，借助这个全
球交流合作平台开阔视野，与全球范围
各行业的专家交流， 寻找深度合作、共
同发展的机会。”

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奇安信集
团与中国电子将共同展示现代数字
城市整体架构和现代数字城市“内生
安全”系统。吴云坤表示，网络安全体
系不仅要做到内外兼修，还要与时俱
进，“我们希望与业界一起共筑一个
相对安全的网络体系。”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今日开幕
“大咖”们这样畅想互联网科技的未来

� � � � 10月19日拍摄的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夜景。

湖南日报记者 封锐

一场武术比赛，针尖对麦芒。
“加油！加油！”看台上，一群身着红

色武术服的学生，纷纷为队友呐喊。
10月18日至20日，2019年关心下

一代·全国少儿武搏赛（南部赛区）暨
“庆祝新中国70周年” 百城千万青少年
儿童习武大型公益展示，在湖南省农业
科学院体育馆举行。104支参赛队伍、
近2000名师生以武会友，齐聚星城。

这场学生间的武术比赛，设武术
套路和散打项目，分为青少年组（中
学生）、少儿组（小学生）、幼儿组（幼
儿园大中班小朋友）， 选手最大的15
岁，最小的只有4岁。

本次大赛及展示，由中国关工委
健体中心少儿武学传承研究院主办，
湖南拳霸武林青少年武术俱乐部承
办。个人前三、集体前三的选手，将获
得参加年度“全国少儿武术总决赛”
资格。

“有信心进全国总决赛！”刚参加
完南拳比赛的吴畏，是宁乡市第十中
学高二学生。 他觉得武术很有趣，虽
然每天要进行一两个小时的训练，学
习成绩仍能排在班级二十几名。

“湖南校园武术开展蓬勃，从省
级到市县级的武术培训都做得很扎
实。少儿武搏赛在这里举行，氛围热
烈。” 关心下一代全国少儿武术工作
领导小组秘书长王天明表示。

长沙市湘魂体育俱乐部总教练王
赵良，见证了校园武术在长沙的快速发
展。他是河北邯郸人，14年前来长沙时，
这里还没有校园武术的概念。当时他以
俱乐部武术培训的形式，参与校园体育
建设，格外艰难。如今，他的俱乐部已与
7所学校长期合作。

“湖南本地的梅山拳、巫家拳等
基础较好。”湖南省武术、拳击队总教
练游亮东介绍， 随着校园武术的开
展，湖南的太极拳和武术对练项目在
全国取得不俗成绩。

最大15岁，最小4岁

少儿习武，搏击长沙

� � � � 湖南日报10月19日讯 （记者 王
亮 ）今天，飞天山“百里丹霞”第八届
山地越野挑战赛，在郴州市飞天山国
家地质公园举行。来自北京、广东、湖
南等省市的1500余名选手，深入大自
然，越野飞天山。

本次越野挑战赛由湖南省体育局
主办， 郴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承
办，郴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郴州市
苏仙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飞天山国
家地质公园、郴州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协办。 赛事设60公里、30公里、15公里、
徒步个人以及徒步亲子等5个组别。

今天飞天山气候凉爽，非常适宜
户外越野跑，但赛事路线要穿越多个
山峰，地形高低起伏，给选手带来不
小挑战。经过艰难跋涉，张有青以5小
时54分56秒的成绩夺得60公里男子
组冠军，60公里女子组冠军是陈丽
凤，她的成绩是6小时47分46秒；蒙光
富以2小时37分20秒的成绩问鼎30公
里男子组， 叶子以3小时24分16秒的
成绩拿到30公里女子组冠军；15公里
男子组冠军是农志威， 他的成绩是1
小时10分40秒， 黄静君以1小时31分
12秒的成绩获得15公里女子组冠军。

1500余名选手越野飞天山

� � � � 10月19日，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
中国选手王简嘉禾以4分04秒42的成绩获得
冠军，打破赛会纪录。图为中国选手王简嘉禾
在领奖台上。

游
泳

� � � � 10月19日，在柔道项目女子52公斤级决
赛中， 中国选手黄丽茹击败队友兰玉获得冠
军。图为中国选手黄丽茹在颁奖仪式上。

柔
道

� � � � 10月19日，在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决
赛中， 中国选手梁洪玉以21分45秒747的成绩
获得季军。图为中国选手梁洪玉在颁奖仪式上。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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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中国队选手金泳德（中）、谢振翔（左）、
姚兆楠在颁奖仪式上。

� � � � 据新华社武汉10月19日电 第七届世界
军人运动会19日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八
一射击队为中国代表团射落军运会首金！

开幕式火炬手之一金泳德领衔的射击队
获得了男子25米手枪军事速射团体金牌，这
也是本届军运会产生的首枚金牌。

谢振翔、金泳德、姚兆楠组成的队伍虽然
在比赛中遭遇意外情况， 但在重压下充分展
现了威武之师的英雄本色。 在一路领先打到
最后10发子弹时，谢振翔突然遇到“手枪螺
丝脱落”的意外，这位老将并未慌乱，尽量将
意外因素影响降至最低。 首次参加军运会的
“95后”姚兆楠，在一度落后的情形下有颗“大
心脏”，彰显了中国军体健儿顽强拼搏、永不
言败的精神面貌。

“首金”之外，今天军运会赛场还创造了
几个“首次”。

除了首次参加军运会就夺金的姚兆楠，
在本届军运会首次设立的乒乓球项目中，名

将樊振东带领的中国队在男子团体小组赛A
组比赛中以两个3比0先后轻取希腊队和朝
鲜队，取得“开门红”。马术场地障碍赛团体和
个人赛中，首次组队参赛的中国队发挥稳定，
在当日比赛过后暂列第15名。

空军五项是军运会最具军事特色的项目
之一。在19日进行的飞行比赛中，廖伟华以总
分第一的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

“金牌大户”游泳当日共产生了9枚金牌，
中国队拿到其中三分之二，还打破了4项赛会
纪录。 名将王简嘉禾在女子400米自由泳中
夺冠，李广源登顶男子100米仰泳，朱梦惠摘
得女子50米自由泳金牌， 柳雅欣拿下女子
200米仰泳冠军， 还有一枚金牌来自女子
4X100米混合泳接力。 男子4X200米自由泳
接力出现戏剧性一幕，有选手出发抢跳，裁判
吹哨中止比赛， 但比赛没能在第一时间停下
来， 导致包括中国队第一棒汪顺在内的数名
选手游完了200米。好在中国队实力过硬，重

赛仍以7分13秒35的成绩稳稳将金牌收入囊
中，并打破了军运会纪录。

柔道比赛中国队也收获颇丰，陈晨、黄丽茹、
唐婧分别获得女子48公斤以下级、52公斤级、63
公斤级金牌。击剑项目，孙一文在女子重剑决赛
中“决一剑”击败罗马尼亚运动员夺冠，她在比分
落后、出现缺氧头晕耳鸣的情况下不得不中断比
赛，经过几分钟的短暂治疗，她在观众欢呼声中
重新投入比赛并一剑定乾坤击败对手。

其他比赛中，中国女足4比0大胜德国队，任
桂辛独中两元，吕悦云和肖裕仪分别打入一球，
两连胜后小组提前出线。 中国男篮在A组小组
赛中104比71击败蒙古国队，中国女篮“首秀”则
以111比29的悬殊比分战胜加拿大队。

19日比赛结束后， 中国军团以12金、4
银、6铜的成绩暂居金牌榜、奖牌榜第一。

首金到手！
“首次”不少

� � � �据新华社青岛10月19日电 商务部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19日发布的
《跨国公司投资中国40年》报告显示，40
年来，跨国公司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
要参与者、见证者、受益者。截至2018年
底， 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6.1万
家，实际使用外资2.1万亿美元。

这个报告是当天在首届跨国公
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上发布的。
报告指出，自1992年起，中国连续27
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2017年至2019年全球跨国企业最佳
投资目的地排名中，中国继续稳居全
球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

目前， 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企业
数不足3%， 但为中国贡献了近一半的
对外贸易、 四分之一的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产值和利润、 五分之一的税收收

入，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跨国公司投

资结构不断优化，呈现出与中国经济
转型高度吻合的特征。 报告显示，改
革开放初期，外资集中投资于劳动密
集型制造业。2011年， 中国服务业利
用外资占比首超制造业。 今年前7个
月，以研发设计、科技服务、检验检测
服务等为主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
用外资973.9亿元，同比增长63.2%。

据介绍，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
会由国务院批准，商务部和山东省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是境内外首个围绕
跨国公司而创设的高级别会议，致力
于为中国扩大开放创建一个新的国
际化、机制化、品牌化的国际论坛。当
天的开幕式上，共有115家世界500强
企业以及197家行业领军企业参会。

截至去年底中国累计设立
外商投资企业96.1万家

《跨国公司投资中国40年》报告发布

� � � � 新华社武汉10月19日电 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击剑项目比赛19日正
式开赛， 中国队的孙一文勇夺女子重
剑个人冠军。

孙一文先后击败意大利、 俄罗斯
选手进入决
赛， 对阵罗
马尼亚名将
安娜。 决赛
可谓惊险激

烈，两位左手战
将稳扎稳打， 比分
交替上升， 进入第

三节仍为5比6。 孙一
文在比分落后的情况
下出现了缺氧和耳鸣
头晕现象， 不得不中
断比赛， 但意志顽强
的她经过几分钟的短
暂治疗， 重新投入比

赛。看到这一幕，全场观
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最

终孙一文10比10追平比分，
并在“决一剑”中一剑定乾
坤，以11比10的最终成绩击
败对手。

“决赛的对手是我非常
崇拜的运动员，她打得特别
好，动作也很美，平时我在
场下观看比赛都会情不自
禁为她鼓掌。”孙一文表示，
本次比赛高手云集，夺冠难

度很大。“我是抱着拼的心态来
打比赛，只为在主场为国争光，为

国献礼。”
在当日同时举行的男子花剑个人

比赛中，俄罗斯选手萨芬15比9战胜法
国选手波蒂获得冠军。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击剑项目
比赛在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举行， 共有
来自28个国家的200名现役军人挥剑
争锋， 同台竞技， 演绎“格斗中的芭
蕾”。6天赛期内将决出重剑、 佩剑、花
剑的男女个人和团体共12块金牌。中
国队有望在赛事中继续冲金夺银。

孙
一
文
﹃
决
一
剑
﹄

勇
夺
女
子
重
剑
冠
军

� � � � 10月19日，中国选手孙一文获
胜后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