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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曼谷11月4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1月4日下午在泰国
曼谷出席第14届东亚峰会。 东盟十国领
导人以及韩国总统文在寅、 俄罗斯总理
梅德韦杰夫、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印度
总理莫迪、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新西
兰总理阿德恩、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奥布莱恩等与会。 泰国总理巴育主
持会议。

李克强表示， 当前国际形势纷繁复
杂变化， 地区热点此起彼伏， 世界经济
增长动能减弱。 这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也给东亚地区带来负面影响， 抵御新的
风险和挑战、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维护
和平与发展大局的任务显得更加紧迫艰
巨。

李克强指出， 东亚峰会应坚持成立
之初的“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 定
位， 平衡推进政治安全合作与社会经济

发展、 战略沟通与务实合作， 坚持东盟
中心地位， 坚持聚焦东亚和亚太， 维护
好现有区域合作架构， 使合作保持在正
确轨道上。

———坚持合作共赢， 共同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 我们应继续发扬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 东亚金融危机时同舟共济的
精神， 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 要坚定支
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推动经济全球
化朝着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
的方向发展。

———坚持发展为先， 实现共同繁
荣。 本次峰会将发表 《关于可持续伙伴
关系的声明》， 有利于各方共同推动本
地区实现更加均衡、 高效、 可持续发
展。 要坚持创新驱动， 培育增长新动
能。 明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
中方愿与东盟加强在智慧城市、 数字经
济、 人工智能、 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

各方应努力营造良性竞争、 开放合作的
创新环境， 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分享创新
资源和成果。

———坚持非传统安全合作， 维护共
同安全。 面对非传统安全挑战， 要加强
对话沟通， 合力应对。 中方将于本月在
华举办反恐联合演习， 继续资助联合国
相关机构于下月在泰国举行地震应急演
练， 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作出贡献。

李克强强调， 中国同东盟国家多年
来为保持南海和平稳定作出持续努力，
不断凝聚共识。 中方去年提出三年完成
“南海行为准则” 的愿景， 得到各方积
极响应。 “准则” 第一轮审读已于今年
7月完成， 早于预期目标， 第二轮审读
也已启动。 各方正努力争取2021年底或
更早达成“准则”。 希望各方为此营造
良好的环境。 南海的航行自由不存在任
何问题。 域内国家有能力、 有智慧完成

“准则” 的制订，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
定。 域外国家并非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应切实尊重并支持地区国家的努力。

与会领导人表示， 东亚峰会是领导
人引领的地区重要战略论坛， 多年来各
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新形势下， 各
方要增进互信， 扩大合作， 促进可持续
发展，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恐怖主义等
传统、 非传统挑战。 东亚不应成为大国
博弈的棋盘， 致力于促进合作与共同发
展， 反对零和博弈。 各方致力于尽快完
成RCEP谈判， 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
平。 欢迎“准则” 磋商取得积极进展，
希望各方推进海上合作， 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管控分歧，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
定。

会议通过了 《关于可持续伙伴关系
的声明》以及关于打击毒品传播、合作打
击跨国犯罪的声明等成果文件。

李克强出席第三次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

据新华社曼谷11月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1
月4日晚在泰国曼谷出席第三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领导人会议。东盟十国以及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
兰、印度等国家领导人与会。泰国总理巴育主持会议。

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RCEP谈判历时7年， 今天我们正
式对外宣布15个成员国整体上结束谈判，也做出了各方协商
解决有关后续问题的安排。 这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
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东亚自贸区建设取得重大
突破。谈判最终充分照顾了各方利益关切，体现了参与方发
展诉求最大公约数。这有利于地区国家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
背景下，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有利于在保护主义抬
头的背景下，提振各国携手抵御风险挑战的预期。各方要一
鼓作气，在年底前完成少数遗留问题的磋商，尽快准备好可
供签署的完整法律文本， 加快国内程序， 确保协定在明年
RCEP领导人会议上正式签署， 让谈判成果尽早惠及各国人
民。中方愿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与各方一道，继续协商解决
与印度谈判中面临的问题，欢迎印度尽早加入到协定中来。

各国领导人积极评价RCEP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一致
认为当前形势下，完成RCEP谈判，有利于对外发出致力于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多边贸易的信息，改善地区贸易
和投资环境，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帮助各国更好应
对挑战，增强地区未来发展潜力，造福地区各国人民。各方
期待在明年领导人会议上签署该协议。

� � � � 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 第二届虹桥
国际经济论坛“70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
运共同体” 分论坛5日在上海举行。 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享发展治理
经验， 共谋幸福美好未来” 的主旨演
讲。

黄坤明指出，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
话，提出共建世界经济3点倡议，宣布推
进对外开放新举措， 体现了中国继续扩
大开放的信心与决心， 彰显了中国愿同
国际社会一道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黄坤明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立足本国国情， 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古老的东
方大国建立起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
国家制度，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
化建设之路。 中国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
代潮流，积极拥抱世界、融入世界，在实
现自身发展的同时， 也为世界发展带来
更多机遇、注入更多活力。

黄坤明指出， 智库和媒体是连通世

界各国民心的纽带。 希望智库和媒体做
世界和平发展的倡导者、 合作共赢理念
的传播者、改革创新方案的贡献者、人类
共同进步的促进者，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

分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办， 中国
社会科学院承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智库界、媒体界400余人参加。

李克强出席第14届东亚峰会

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70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分论坛在上海举行

共享发展治理经验，共谋幸福美好未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平台企业

将对“二选一”行为
依法开展反垄断调查
据新华社杭州11月5日电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5日在杭

州召开“规范网络经营活动行政指导座谈会”，召集京东、快
手、美团、拼多多、苏宁、阿里巴巴、云集、唯品会、1药网等
20多家平台企业参会。

座谈会上，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近期网络
经营活动中存在突出问题，如平台竞争加剧，“二选一”问题突
出，引发各方关注。互联网领域“二选一”“独家交易”行为是
《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禁止的行为，同时也违反《反垄断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既破坏了公平竞争秩序，
又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各方反映强烈
的“二选一”行为依法开展反垄断调查。

� � � � 11月3日，广西钦州三娘湾海域，海豚在追逐嬉戏，给游
客带来惊喜。该海域是珍稀海洋生物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地”。
多年来，当地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了“白海豚与大
工业同在”。目前，该处生存的白海豚数量已增加到250头左
右，成为中国沿海一个比较健康的海豚种群。

湖南日报记者 刘建光 摄

海豚欢游三娘湾

� � � �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封锐）
11月 3日， 2019亚足联-中国足协
“梦想中国” 社会责任活动启动仪式
暨娄底 （双峰） 站捐赠活动在双峰县
举行， 中国足协向娄底市10所中小学
校捐赠了足球装备， 参加“梦想中

国” 青少年足球赛的娄底U10足球队
正式亮相。

本次活动由亚洲足球联合会、 中
国足球协会、 湖南省体育局主办， 湖
南省足球协会、 娄底市文旅广体局联
合承办。

活动上， 足球名宿、 “梦想中
国” 社会责任活动公益大使李金羽等
给来自娄底各县市区的小球员们上了
一堂足球公益课， 20多位小球员还与
李金羽率领的公益教练团队进行了足
球友谊趣味赛及对抗赛。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127 8 4 8 1 2 3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4401163.79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95 3 3 5
排列 5 19295 3 3 5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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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王亮）
11月3日，2019年“超级杯”全国气排球
联赛总决赛在株洲落幕， 湖南师范大
学队表现亮眼，荣膺大学生男、女组的
“双冠王”。

本次总决赛设中年组和青年组
（下设大学生组）， 共有133支队伍、
1500多名运动员参赛， 是历届规模最
大、 参赛队伍和人数最多的一届。

10月26日至27日， 中年组比赛率
先进行， 经对决， 最终中年女子组冠
军被河南女中代表队斩获， 山东菏泽
代表队问鼎中年男子组。 11月2日至3
日， 青年组 （大学生组） 比赛展开，
最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气排球队获
得青年男子组冠军， 浙江江山农商银
行队拿下青年女子组冠军。

在大学生组比赛中， 湖南师范大

学男、 女队表现格外出色， 击败来自
全国各地的优秀大学生队伍， 携手登
顶。

10月26日， 本次总决赛开幕式
上，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院士发来了祝福视频， 11月
2日， 青年组 （大学生组） 比赛展开
时， 他又特意发来了开球视频， 为参
赛选手鼓劲加油。

省青少年校园足球
大学生联赛开幕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蔡矜宜 通讯员 唐 璇）11月4
日，2019年湖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大学生联赛（高职高专学校
组）开幕式在湖南体育职业学院举行，来自全省17所高职院校
代表队的368名运动员将展开7天的角逐。

两场揭幕战中， 湖南体育职院队和湖南铁路科技职院
队，分别战胜了湖南卫生职院、湖南高速铁路职院队。本次
赛事由湖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领导小组主办， 湖南省体育
职业学院承办，湖南省学生体育协会协办。

“超级杯”全国气排球联赛总决赛落幕
湖南师范大学获大学生男女组双冠

中国足协向娄底10所学校捐赠足球装备
� � � � 11月5日，新宁县湘南武术馆，省级
非遗传承人刘烈红在指导学员练习岩鹰
拳法。岩鹰拳摹拟了山区“岩鹰”的出巢觅
食、搏击翱翔等特形特技，被列入湖南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 目前，
该县有2600余人学练岩鹰拳法， 强身健
体。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我国成功发射
第49颗北斗导航卫星

新华社西昌11月5日电 11月5日01
时43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第49颗北
斗导航卫星， 标志着北斗三号系统3颗倾
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全部发射完毕。

2017年11月5日， 北斗三号第一、
第二颗组网卫星顺利升空、 成功入轨，
开启北斗系统全球组网新时代。 两年时
间， 工程7大系统、 300多家参研参试单
位、 数万名科研人员心连心、 肩并肩，
圆满完成16次卫星发射任务， 成功将24
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和2颗北斗二号备份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目前， 北斗三号系
统建设已进入决战决胜冲刺阶段， 后续
还将发射6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 全面建
成北斗全球系统。

此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运
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所属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
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 这是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17次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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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峥嵘岁月

� � �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国有企
业改革一直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
心环节。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先后实行
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承包制、股份
制等改革探索，取得了一定效果。中共
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改革目标后，从1994年起，国有企
业改革开始进入转换经营机制、 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

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国有企
业改革方向， 提出力争到20世纪末大
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新局面的目标，
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到攻坚阶
段。十五大后，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
重点的改革攻坚全面展开。

1999年9月， 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

进一步集中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
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到
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

在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国
有企业改革大步推进。在改革的推动下，
基本实现了十五大提出的大多数国有大
中型骨干企业改革三年脱困的目标。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 � � � 1999年6月，江泽民提出，加快中西
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时机已经成熟。同年
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正式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部大开发的范围主要包括重庆、
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等地。整个西部地区国土面
积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71%。

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论
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强调要处理好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1988年，
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思想：沿
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 较快地先发
展起来，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发
展到一定的时候， 又要求沿海要拿出

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 这也是个
大局。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
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
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事关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必将大大增强我国
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也
将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进
步。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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