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安徽调
研时，勉励安徽“加强改革创新，努力闯
出新路”。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安徽
正发生深刻而积极的变化，新突破、新业
态、新格局让人耳目一新。在高质量发展
之路上，安徽步履铿锵。

融通“科技创新链”催生
高新产业群

“总步数99.25亿步 ,总里程690.9万
公里。”这是记者日前在安徽华米科技公
司看到的数字，在这家公司的统计屏上，
实时跳动着全国所有小米手环用户的运
动成绩。这样的大数据，对分析国民运动
量，给予健康指导很有意义。

这家由安徽本地大学毕业生创办的创
新型企业，去年成功在美国纽交所上市。

“没有好的创业环境，公司不可能有今
天。”该公司副总裁章晓军说，创业之初，公
司一度资金断流，当地政府与银行合作推出

“创新贷”，给予华米1000多万元低息贷款。
为从根本上“转换动能”提升经济发

展质量， 安徽近年来花大力气融通从科

技到产业的“创新链”。
在建成同步辐射加速器、 全超导托

卡马克核聚变、 稳态强磁场大科学装置
基础上， 安徽于去年底开建第四个大科
学装置聚变堆主机系统研究设施， 并启
动合肥先进光源、大气环境立体探测、强
光磁等一批大科学装置的预研。 目标在
未来建成一个约10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大
科学装置集中区，向全球提供科研服务。

融通创新链，催生产业链。目前安徽已
初步形成“从沙子到整机”的IT产业链，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今年前三季度，
安徽电子信息业增加值增长25.8%，拉动战
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5.2%，GDP增长
7.8%，GDP能耗预计下降3.5%以上。

融通“生态经济圈” 培育
绿色增长极

一边是滔滔江水，一边是十里灯火、流
光溢彩，芜湖“十里江湾”美景宜人。过去，
这里是长江岸边的小码头、采砂点、修船作
坊密布，菜地、养鸡养鸭场、垃圾堆混杂。

2017年以来，芜湖对北起青弋江、南

至澛港大桥的“十里江湾”进行整治，共
拆除200多个非法码头、采砂点，清理长
江干流岸线近30公里。 将防洪与景观衔
接， 通过生态修复形成一个展现长江文
化的生态长廊，旅游经济勃兴。

“我们认真贯彻总书记‘要把好山好水
保护好’的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努力探索以生
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介绍，安徽出
台了“水清岸绿产业优”的美丽长江经济带
建设意见， 推进沿江1公里、5公里、15公里
岸线分级管控。今年1到9月，长江流域安徽
段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81.4%，
为2016年以来的最高值。

近两年来，安徽探索推广以“护绿、
增绿、管绿、用绿、活绿”为内容的林长制
改革，全省设立五级林长52122名，实现
了一山一坡、一园一林都有专员专管。在
全国率先探索跨省域新安江生态补偿机
制试点，2012年以来新安江水质常年优
于地表水Ⅱ类、接近I类，每年注入浙江
千岛湖优质水量70亿方。

融通 “红利共享路” 城乡
共振惠民生

今年9月28日，规划面积达15.3平方公
里的合肥城市中央公园项目正式开工。

这里原是老骆岗机场， 地处连接新
老城区的核心区域，区位优越、商业价值
高。安徽省委省政府经多次调研论证，决
心将此地建设为城市公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 安徽将每年新增
财力的80%以上用于改善民生， 大力实
施33项民生工程，养老、医疗、工伤等社
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

“我以前做梦也没想过，能在自己
家里搞旅游， 会有城里人来我家住宿吃
饭。”安徽池州市矶滩乡洪墩村62岁的贫
困户林双根说。他曾长期在外打工，后来
政府实施生态移民搬迁， 全村住房“换
新”，村民搞起了旅游。林双根家将一间
住房改成客房，去年挣了3万多元。

发展依靠人民，成果惠及民生。安徽
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据新华社合肥11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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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9 0 3 2 2 1 0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6311024.83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300 5 3 7
排列 5 19300 5 3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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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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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月10日， 在对希腊共和国进行国
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希腊《每
日报》发表题为《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
未来》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很高兴应帕夫洛普洛斯总统邀请，对
美丽的希腊进行国事访问。2014年我曾过
境罗德岛，希腊古老厚重的文明、勤劳智慧
的人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将怀着对文
明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许，再次踏上希腊这
个美丽的国度，我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伟大的古老文明都是相似的。2000
多年前，古代中国、古代希腊的文明之光
就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古希腊哲学
和文学泰斗辈出的黄金时代，恰恰也是中
国“百家争鸣”的思想迸发期。曾两次访问
中国的希腊文学巨匠卡赞扎基斯有一句
名言，“苏格拉底和孔子是人类的两张面
具，面具之下是同一张人类理性的面孔”。
古希腊“智者学派”萌发的人本主义思想

同中国儒家坚持的“以民为本”理念有异
曲同工之妙。第欧根尼同中国道家代表人
物庄子倡导类似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

伟大的古老文明都是相知的。公元前
4世纪， 古希腊人给遥远的中国起了一个
美丽的名字“丝之国”。16世纪欧几里德的
《几何原本》传入中国，成为中西科学交流
的先导。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塑造的
普罗米修斯形象曾经激发中国革命志士
仁人的昂扬斗志。柏拉图的《理想国》、亚
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早就传入了中国。

伟大的古老文明更是相亲的。 新中
国成立后，是希腊船东率先冲破封锁，为
中国送来宝贵物资和设备。 当希腊面对
经济和债务问题时， 中国全心全意帮助
希腊朋友渡过难关。2011年2月利比亚战
火纷飞时， 克里特岛的朋友们克服冬歇
期的困难， 重开酒店接待自利比亚撤离
的数千名中国公民。 希腊中国友好协会
60年如一日坚持“为两国人民的友好交
往工作到老”，中国翻译家罗念生一家三
代致力于希腊文学、戏剧的翻译和研究，
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2年中希建交， 特别是2006年两
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坚持
互尊互信，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坚定发
展双边关系；坚持合作共赢，推动贸易投
资、 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将比雷埃夫斯港打造为地中海第一大港；
坚持交流互鉴，向全世界展示了伟大古老
文明的和合之美。中希关系发展彰显了文
明古国在现代社会互利合作的勃勃生机。

中国和希腊都曾经历艰难困苦，但
两国人民始终保持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
神。当前，两国都处在国家发展新的历史
时期，双边关系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我愿
通过这次访问，同希腊领导人一道，共同
描绘中希关系发展的新蓝图。

我们要全面提升中希关系战略水
平，保持密切交往势头，不断增进相互了
解和信任， 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做全面合作的战略伙伴。

我们要扎实提升各领域务实合作水
平，以比雷埃夫斯港口项目为龙头，不断
拓宽合作领域、扩大投资规模。中方愿进
口更多希腊优质农产品，丰富中国消费者

的选择，也希望希腊市场对中国企业和产
品继续敞开大门，做互利共赢的伙伴。

我们要加紧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水平， 充分利用希腊区位和海运能力
优势，把握希腊加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机制的机遇， 积极推进中欧陆海快线
等务实合作， 助力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发
展，做中欧合作的典范。

我们要促进文化交流合作， 办好雅典
孔子学院和雅典中国文化中心， 持续扩大
两国人员交往， 从两国悠久的文明中汲取
源源不断的滋养，做文明对话的表率。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亿万中
国人民不懈奋斗，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
成就。同时，中国也以自身的和平发展积极
回应着世界如何发展的时代命题。当前，国
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增多。 中希应该挖掘古老文明的
深邃智慧，展现文明古国的历史担当，共同
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 � � � 新华社广州11月10日电 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19）10
日在广州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法治
进行保障。中国愿同各国一道，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构建公
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希望大家围绕“深化中国
法治国际合作，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主题，加强交流、增
进共识，积极促进相关法律制度发展和完善，使法治在共建
“一带一路”进程中更好发挥作用。

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19）由中国法学会主办，来自中
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40余个国家、4个国际组织约400
余名代表参加论坛。

湖南省第二届
幼儿足球趣味运动会举行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谢卓芳） 湖南省第二届

“雷锋杯” 幼儿足球趣味运动会9日在望城区京师幼学幼儿
园开幕。 本次运动会吸引了湖南省人民政府直属机关第三
幼儿园、岳阳临湘市童之梦幼儿园、常德市第一幼儿园等20
个单位的240余名幼儿参赛。

本次足球趣味运动会由湖南省足球协会、 湖南省体育
科学学会幼儿体育分会、湖南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主办，
于11月8日至10日在望城区长郡月亮岛学校第三小学举
行。 设置了颠球、8米绕杆运球射门和射门比赛等3个单项，
以及趣味障碍赛、幼儿“5v5”足球比赛两个集体项目。

自2017年以来，湖南省已建立100所“娃娃足球”联盟
幼儿园，20000余名小朋友接触足球游戏、 参与足球运动。
全省共有80家幼儿园获评首批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

“辣么美”女子跑橘子洲鸣枪
2000余名选手跑向“美丽”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蔡矜宜）今天上午，特步·
2019长沙橘子洲“辣么美”女子跑在橘子洲景区鸣枪开跑，
2000余名“辣妹子”在初冬的暖阳中一展健康之美。本次比
赛共设6公里欢乐跑、12公里竞速跑和护花使者组三个组
别，2000余名选手在初冬的橘子洲跑向美丽、跑向健康。

作为一场为女性量身打造的跑步活动，组委会特别安排“帅
哥嘉宾团”，手持心型奖牌在终点处等候选手冲线。经过角逐，12
公里竞速跑冠军由46岁的韦玉兰以50分12秒的成绩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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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希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 习近平致信祝贺

“三个融通”带来“皖美”嬗变
———安徽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观察———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19）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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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一家淘宝果农电商误将26元
4500克的脐橙设置成4500斤，B站网红博
主路人A-发现后 ，在其数十个千人 “羊
毛群”中号召“羊毛党”下单。在店家无法
发货的情况下，“羊毛党”以“商家虚假宣
传”为由向平台投诉 ，以获取一单400多
元的保证金。在数千人恶意攻击下，店家
保证金被迅速扣完，导致关店倒闭。

“薅羊毛”原本是指消费者在商业促

销活动中， 以超低折扣购买到商品的行
为。近年来，随着电商促销模式不断成熟
和固化，这一行为也逐渐异化。有关数据
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约有110万个“薅羊
毛”团队平均每天攻击企业241万次。今年
1月，拼多多由于出现系统漏洞，用户可以
无限制领取100元通用优惠券， 该消息从
“羊毛党”内部群迅速扩散开来，大批用户
蜂拥而至，致使平台损失近千万元。

从薅平台，到薅企业，再到现在薅垮
个人苦心经营的小店，“薅羊毛” 正在扰

乱互联网经济秩序。
“薅羊毛 ”明显违背商家意愿 ，破坏

电商交易规则。“羊毛党” 的目的并非消
费， 而是利用商家失误或平台漏洞快速
提现。 由于网购的特殊性， 消费者历来
被视为弱势一方，当商家被投诉，大多数
平台都会站在消费者这一边。 因此，“薅
羊毛”的购买行为难以追责，不少商家只
能吃哑巴亏，蒙受巨大损失。

令人欣慰的是，该事件曝光后，淘宝
官方第一时间表示，已将这家店 “保护 ”

起来，在法律和规则允许下 ,尽最大可能
减少其损失。B站目前也对该博主进行封
号处罚。

随着电商促销活动越来越多，过去几
年，“羊毛党” 已经发展成为一条规模庞
大，组织严密的黑产利益链。在百度搜索
“薅羊毛”， 会出现各式各样内容详尽的
“薅羊毛”教程，手把手教用户操作。因此，
电商平台应该形成更有效的反应机制，对
于恶意下单、 恶意投诉行为应精准识别，
并予以处罚，如扣除信誉积分，限制在平
台消费等。 相关部门也应完善法律法规，
在保护消费者同时，也要保障商家合法权
益不受侵犯，别让“羊毛党”有机可乘。

别让“羊毛党”有机可乘

“梦想中国”走进湘潭
10所小学获赠足球装备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虞槟宇）昨天，由
亚足联、中国足协、湖南省体育局主办的2019“梦想中国·为梦
想加油”主题系列活动湘潭站捐赠活动在湘潭市火炬学校举行。

此次活动旨在以开展足球比赛、捐赠足球装备等形式，
关爱基层足球人群，传递中国足球正能量。活动中，亚足联
及中国足协向湘潭市火炬小学、韶西逸夫小学等10所学校
捐赠了足球装备。 来自青少年足球成长公益基金的梦想公
益教练员，为湘潭足球少年上了一堂公益足球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