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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1807797395.91（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322 9 7 2
排列 5 19322 9 7 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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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9138 04 06 07 20 29 02+04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0

10000000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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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培训动员部署电视电
话会议12月2日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就在自由
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
试点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 推进“证
照分离” 改革， 是深化“放管服” 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更大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
举措。 近年来，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在全球排名大幅跃升。 但与国际先进水平
相比还存在很多不足， 即使与参评城市相
比， 我国其他城市的营商环境也有不小差
距。 必须持续推进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
化营商环境建设， 更大力度推进“放管

服” 改革， 扎实做好“证照分离” 改革试
点扩面工作， 着力推进照后减证和简化审
批， 坚决克服“准入不准营” 现象， 促进
更多新企业开办和发展壮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
理韩正出席会议并讲话。

韩正表示， 推进“证照分离” 改革，
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要以改革为
抓手，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依法行
政水平， 建设法治政府。 要坚持问题导
向、 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 摸清行政许
可事项底数， 摸准市场主体办事的“堵

点” 和“痛点”， 在持续解决问题中不断
把改革引向深入， 让市场主体有更大获
得感。

韩正强调， 要高质量开展自贸试
验区“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试点 ，
提升改革工作成效。 要把握好全覆盖
这个基本要求 ， 建立清单管理制度 ，
将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
理， 明确改革目标， 增加改革透明度，
倒逼改革深化。 要把握好“进四扇门”
的办法， 按照直接取消审批、 审批改
为备案、 实行告知承诺、 优化审批服
务等方式 ， 从实际出发 ， 分类实施 、
稳步推进改革。 要把握好实行告知承

诺这个关键， 完善相关法规和行业标
准， 厘清政府和企业各自责任， 实行
依法告知和依法承诺。 要把握好事中
事后监管这个底线要求， 完善诚信体
系建设， 实施好“黑名单” 管理制度，
充分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

王勇、 肖捷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
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
议，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及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 自贸试验区所在市、 县人民
政府负责同志等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市
场监管总局、 司法部和上海市、 浙江省、
广东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作了发言。

王亮

12月1日 ，2019年中超联赛落幕 ，
广州恒大队揽入第8冠。但外界对这个
冠军似乎并不关注， 大都把目光放在
了明年：2020年，恒大队就要“全华班”
了……

2012年， 恒大老板许家印在恒大
足校建校时， 首次高调提出全华班战
略：用5至8年的时间，让恒大队成为没
有外援的中超强队。2017年，许家印在
多个场合明确表示： 恒大队将在2020
年实现全华班。

对许家印“恒大队将实现全华班”
的吆喝，外界一直觉得不靠谱。一是中

超外援水平越来越高， 恒大队若实现
全华班，将像CBA联赛的八一队，完全
失去竞争力；二是足球人才的培养，是
个系统、漫长的过程，不是办个足校，
等个5年、8年就能实现的。

时间过得很快，明年就是2020年了。
外界发现，恒大队明年成为没有外

援的中超强队，并非痴人说梦，只不过，
形式有了变化。之前许家印说，恒大队
实现全华班的底气，来自成立了多年的
恒大足校。这两年，全国球迷才恍然大
悟， 恒大队的全华班和足校没啥关系，
靠的是“时间短、疗效快”的归化。

目前，前外援埃尔克森、布朗宁都
已成为“中国人”，本赛季被租借的高

拉特，也完成了归化手续。有了数名归
化球员， 全华班的恒大队下赛季位列
中超前列，问题不大。只是如此的“全
华班”，实在让人感觉有点懵，好像被
忽悠了。

不可否认，恒大队提出全华班的
本意是好的，支持本土球员，尤其是年
轻球员的发展。只是推行下来，才发现
并不现实。恒大队要面子，必须兑现所
谓“全华班”的承诺。但对任重道远的
中国足球来说 ， 亟须的还是做好里
子———持之以恒地发展我们自己的青
训，把机会留给有潜力的年轻球员。

不玩虚的，只做实的，这样才能赢
得真正的尊重。

� � � �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通讯员 欧
阳祖锋 记者 李秉钧）12月1日， 为期
两天的2019年“红三角·英东杯”乒乓
球邀请赛在郴州女排训练基地落下帷
幕，来自郴州、广东韶关、江西赣州三

地的19支代表队108名运动员参加比
赛。

经激烈角逐， 郴州代表队摘取了
甲、乙组桂冠，韶关市代表队包揽了邀
请组3个组别的亚军，赣州市代表队获

嘉宾第一名。
湘粤赣红三角乒乓球邀请赛由广

东韶关市发起，此前已举办两届，旨在
促进韶关、赣州、郴州“红三角”地区的
交流与合作。

加油啊！爸爸妈妈
省第二届健康家庭趣味运动会

总决赛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王亮）12月1

日，2019全国全民健身嘉年华（家庭趣味运动
会） 启动仪式暨湖南省第二届健康家庭趣味
运动会总决赛在长沙市举行，200组家庭乐享
运动。

省第二届健康家庭趣味运动会历时3个
月，前期举行了3场系列赛，近1000组家庭参
与其中。通过选拔，总决赛共有200组家庭参
与角逐。总决赛设竞赛和体验两大项目，竞赛
项目有“智勇大冲关”“车轮滚滚”“欢乐跳跳”

“小马快快跑”“亲子投壶”“指压板挑战”6个
项目。体验项目设“毽子接力”“铁环冲刺”等
趣味项目。现场还设置了国民体质检测区域，
为家长和孩子测量体质数据， 提供“运动处
方”。

活动现场，每个家长、孩子都玩得不亦乐
乎，呐喊声、加油声不绝于耳。参与活动的家
庭，在享受运动快乐的同时，也收获了温馨的
亲子时光。

全国全民健身嘉年华当天也正式启动，
即日起， 全国将广泛组织开展适合家庭、社
区，具有地方特色的家庭趣味运动会，将全民
健身科普宣传、咨询辅导、项目推广、交流展
示传播到千家万户。

“全华班”的面子和里子

“红三角·英东杯”乒乓球邀请赛在郴州举行

� � �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
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单行本，已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中宣部授予朱有勇
“时代楷模”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在全国上下埋头苦干、万
众一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之际，中央宣传部2日在北
京向全社会宣传发布朱有勇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
楷模”称号。

朱有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
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专家。
他始终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积极投身脱贫攻坚
事业，主动来到深度贫困的“民族直过区”承担扶贫任务，
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改变了当地贫困落后的面貌。他
致力农业科学研究，取得多项重大科研成果，立足农村实
际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创办院士科技扶贫指导班，为云南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培养了1000余位科技致富带头人。他
情系三农，扎根边疆，挂钩联系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以来，
与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受到各族群众真心爱
戴和社会各界高度赞扬，被亲切地称呼为“农民院士”。先
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
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

近一段时间，朱有勇的先进事迹被中央媒体集中宣传
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干部群众普遍认为，朱有
勇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忠诚践行者，是打赢脱
贫攻坚战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是奋斗在脱贫攻坚主战场
的“农民院士”。广大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学习朱有
勇科技扶贫的先进事迹和忠诚担当的崇高精神，积极投身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的伟大事业，为夺
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作出应有贡献。

李克强就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强调

持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
促进更多新企业开办和发展壮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
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单行本出版

场外任意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