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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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2 6 8 7 0 9 9 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3 20015281.67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84 9 9 2
排列 5 19284 9 9 2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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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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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2019年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的外方嘉宾代表，同他们集体合影。习近平希望他们加强同中国
的交流，真正“读懂中国”，切实增进中外相互了解和认知。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21世纪
理事会共同发起，已成功举办三届。今年会议主题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
放再出发”。30多位全球知名政治家、战略家、学者和企业家与会。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
国副总统彭斯涉华言论发表谈话。

华春莹说，10月24日，美国副总统
彭斯发表讲话， 对中国社会制度和人
权宗教状况进行蓄意歪曲， 对中国内
外政策进行无端指责。 彭斯的言论与
其去年10月的演讲如出一辙， 流露出
十足傲慢和虚伪， 充满了政治偏见和
谎言，中方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华春莹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
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走出了一
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中国迎来了从站起
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8亿
多中国人实现脱贫， 中国已经拥有世界
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 中国经济

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首屈一
指， 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过30%；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历史和事实充分证明， 中国选择的发展
道路完全正确， 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
护支持。 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充
满信心， 将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不断取得新的更
大胜利。 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

华春莹表示， 中国人权状况好不好，
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中国人民是否满意。
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国人民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越来越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
护和促进人权。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
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中

国人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这
是任何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不能否认
的事实。中国各类信教群众近2亿人，其中
2000多万人是穆斯林。 中国各族人民依
法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华春莹说， 中国政府坚决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台湾、香港、新疆
等事务都纯属中国内政， 决不允许任何
外部势力干涉。 以彭斯为首的一小撮美
国政客在这些问题上颠倒黑白， 说三道
四，造谣污蔑，就是要干涉中国内政，阻
挠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但是，乌云挡不住
阳光， 谎言盖不住真相。 中国人民不信
邪，也不怕邪。任何破坏中国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以及任何给中方栽
污名、泼脏水的图谋注定都是痴心妄想，
注定都必将被历史唾弃。

习近平会见出席2019年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外方嘉宾代表

荨荨（上接1版①）
博索纳罗再次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博索纳罗表示，中国取得了
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中国是巴西的
伟大合作伙伴。巴中两国虽相距遥远，但
理念相近。 巴西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
位， 将发展对华关系放在巴外交优先方
向。中国已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我的
访问有力证明巴中关系的友好紧密，见
证了我们两国关系的高光时刻。 我愿同
您共同努力， 密切和深化巴中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实现巴中关系质和量的提升，
携手实现共同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希望双方扩大贸易和投资， 深化科学技
术、航天、体育等重要领域合作，巴西将
打开市场， 欢迎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巴西
基础设施和油气领域投资合作， 欢迎更
多中国游客赴巴旅游并给予免签待遇。
感谢中方在国际场合为巴西等发展中国
家仗义执言。 巴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政策，也愿同中方一道，捍卫多边主义和
自由贸易， 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上的沟通协调。

习近平强调， 中方一贯尊重拉美人
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支持拉美加快一
体化进程。 中方愿同拉方一道建设新时

代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中拉关
系，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博索纳罗表
示， 巴西今年下半年将担任南方共同市
场轮值主席国， 愿推动南方市场国家同
中方探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等领域合
作，为促进拉中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多
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访问期间，两国还发表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广场为博索纳罗举行欢迎仪式。 杨洁篪、
王东明、王毅、陈晓光、何立峰等参加。

荨荨（上接1版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出批示指出，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
的伟大创造。 在推进建设健康中国的进程
中，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大力推动中医药人才培养、科技
创新和药品研发，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
预防、治疗、康复中的独特优势，坚持中西
医并重， 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高质量
发展，让这一中华文明瑰宝焕发新的光彩，
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作出新贡献！

全国中医药大会25日在北京召开。
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
强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她表示，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的重
要指示，认真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
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定文化自信，深
化改革创新，扎实推动《关于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落地见效，走符合
中医药特点的发展路子。完善服务体系，
鼓励社会力量办中医诊所等医疗机构，
改革院校和师承教育， 提升临床诊疗水

平。挖掘民间方药，建设道地药材基地，强
化质量监管。深化医保、价格、审批等改
革，促进科技创新和开放交流，推动中医
药高质量发展。

会议对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获
奖者进行了表彰。上海市、广东省、甘肃
省、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药监局负责同
志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和计
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
同志，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获奖者等
参加会议。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总体规划
（2019—2035年）》获批

打造现代化绿色临空经济区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记者25日从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市和河北省已经正式批复《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总体规划（2019—2035年）》。这
标志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迈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优化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格
局、促进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总体定位为国际交往中
心功能承载区、国家航空科技创新引领区、京津冀协同发展
示范区。到2025年，建成直接为大兴国际机场服务的生产生
活配套设施，初步形成京冀共建共管、经济社会稳定、产业高
端、交通便捷、生态优美的现代化绿色临空经济区。

临空经济区总面积约150平方公里（其中北京部分约50
平方公里、河北部分约100平方公里），包括服务保障区、航空
物流区和科技创新区共3个功能片区。

内蒙古宁夏自治区党委
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石泰峰同志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

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李纪恒同志
不再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陈润儿同志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

外交部发言人就彭斯涉华言论发表谈话

其言论充满政治偏见和谎言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英国警方正核实
货车惨案遇难者身份
据新华社伦敦10月24日电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24日晚

发表声明说， 大使馆已经就23日发生在埃塞克斯郡的货车
惨案与英国警方取得联系，英国警方表示正在核实遇难者身
份，尚无法确认遇难者是中国国籍。英国警方23日说，在英
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一个工业园区内的一辆集装箱货车
里发现39具遗体。警方说，这辆货车在保加利亚注册，19日
经由威尔士海港城市霍利黑德入境英国。 货车司机为男性，
现年25岁，来自英国北爱尔兰，目前已因涉嫌谋杀被拘留。

� � � � 10月24日至25日， 2019全民健身高尔
夫球团体赛暨中高协差点系统段位认证赛湖
南省第四场在龙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挥杆，
近60名选手角逐。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挥杆。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通讯员 陈放 摄
影报道

田卿：

相信羽球湘军
会有更多奥运冠军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张杨

10月25日晚，2019年中国羽毛球协会业
余俱乐部联赛“长房杯”长沙大区赛，在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开幕。

“长沙的羽毛球氛围特别好，退役后我参
加了不少羽毛球活动。”开幕式上，伦敦奥运
会冠军、省羽乒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田卿说。

今年年初，田卿完成了从“田卿姐”到“田
主任”的身份转变，在中心负责训练和业务。

“当运动员时，只要管好自己，现在每个运动
员的训练、身心情况等都要去关心。除在专业
上帮助她们，我觉得更多是‘陪伴’，让年轻的
运动员懂得自己要什么。”田卿说。

“前几年湖南羽毛球人才断档，目前在国
家一线队的人数没有过去那么多， 但我们正
在抓的一批2000年左右出生的后备力量挺
不错， 相信未来羽球湘军在奥运会上争金夺
银的身影会更多。”

田卿介绍，22岁的贾一凡目前是国羽一
线队中最具竞争力的湖南运动员， 刚好与自
己同项。“现在中国女双面临的形势跟我们那
时不一样，过去更多是内部竞争，现在的压力
来自外面。 我认为， 贾一凡与陈清晨这对组
合，是国家队打外战胜算最高的组合。”

由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 长沙市羽毛球协
会承办的本次长沙大区赛，有42支队伍、400余
名选手参赛，各组前8名将参加全国总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