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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里加11月5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当地时间5日下午在里加国家图书
馆出席第五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
晤。 中东欧16国领导人出席，欧盟、奥地
利、瑞士、希腊、白俄罗斯、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作为观察员与会。

李克强表示， 今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杭州峰会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
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达成广泛共识，为摆
脱世界经济困局和深化国际合作提供了
新思路。“16+1合作” 是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友好合作的创新举措。去年苏州会晤以
来，我们按照《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
规划》的大方向，全面落实1+6合作框架，
开放包容， 扎实推进， 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苏州纲要》确定的
50多项举措已基本落实。

李克强指出，“16+1合作”是促进世界
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力量，是中欧合作的组
成部分和有益补充，有利于推进中欧四大
伙伴关系和五大平台建设，有利于欧洲平
衡发展，有利于欧洲一体化。

李克强强调，“16+1合作”应坚持经济
全球化大方向。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相互扩大市场开放，深化区域
经济合作， 共同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
义，既为自身发展提供动力，也为世界经
济复苏贡献力量。

李克强表示， 本次会晤以“互联、创
新、相融、共济”为主题，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和现实意义，并就“16+1合作”未来发展
提出建议：

一是深化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合作。
中方鼓励国内信誉好、实力强的企业以工

程承包、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多种形
式，参与中东欧国家高速公路网、港口网、
电网、互联网等建设。 愿推动匈塞铁路和
中欧陆海快线建设，支持亚欧之间运输通
道建设， 在中东欧国家设立更多物流中
心，进一步提升中东欧国家在亚欧大陆桥
中的枢纽作用。

二是发挥好金融合作的支撑作用。刚
才， 我在经贸论坛上宣布16+1金融控股
公司正式成立。 中方已同波兰、捷克签署
出资备忘录， 欢迎中东欧各国积极参与。
中方支持扩大本币结算合作，支持丝路基
金等金融机构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
为“16+1合作”项目提供金融支持。

三是开拓绿色经济合作新空间。愿积
极探讨农产品加工基地等示范项目，鼓励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市之间开展绿

色农业合作。 加强生态环保领域合作，扩
大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联合开发。

四是进一步密切人文领域交流合
作。 充分发挥好教育、文化、旅游、卫生、
地方、 青年等合作机制的作用。 今年是
16+1人文交流主题年， 中国同中东欧国
家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中方支持尽
早设立16+1文化协调中心， 邀请中东欧
国家青年来华培训。 希望中东欧国家出
台更多面向中国游客的签证便利化措施
和特殊安排。 中方支持2017年举办16+1
媒体年。

与会的中东欧国家领导人表示，
“16+1合作”稳步推进，富有活力，成果显
著。愿与中方一道，挖掘合作潜力，加强机
制能力建设，坚持经济、人文合作并进，深
化基础设施、产能、贸易、金融、农业、科技
等领域合作，开拓电子商务等新的合作模
式，扩大地方合作和科技、文化、教育、卫
生、旅游等人文交流，实现互联互通和互
利共赢，推动中东欧与中国关系同欧中战
略伙伴关系相互促进，持续发展。

会晤后，中国同中东欧16国共同发表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里加纲要》和关于
开展三海港区基础设施、装备合作的联合
声明。各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中国与16国
签署合作协议，涵盖互联互通、产能合作、
基础设施建设、人文、人力资源、民航合作
等多个领域。

李克强出席第五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相互扩大市场开放
深化区域经济合作

夺得世界拳王金腰带

邹市明成就“全满贯”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蔡矜宜）经过12回合的较

量， 中国金牌拳王邹市明今天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以点数优
势完胜泰国拳手坤比七， 夺得WBO蝇量级世界拳王金腰
带，实现奥运会、世锦赛、职业世界金腰带的个人全满贯。

在伦敦奥运会蝉联冠军后，邹市明没有停下脚步，他选
择了在31岁这个年龄转战职业拳坛。这是邹市明继2015年
3月在澳门以点数惜败阿泰·伦龙，与金腰带失之交臂之后，
再一次冲击世界金腰带。作为WBO拳王，坤比七的职业战
绩39胜1负2平，24场击倒对手， 其职业生涯中唯一的失利
正是拜邹市明所赐。

本场比赛， 邹市明曾经的手下败将坤比七根本无力抵
抗，邹市明始终控制着场上节奏，并最终以绝对优势取胜。
至此，邹市明成为继熊朝忠之后，第二位获得职业拳击四大
组织世界拳王的中国男拳手。

全民健身节走进社区

趣味运动会让运动更开心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通讯员 肖静 记者 王亮）11月5

日，2016年长沙市第五届全民健身节社区趣味运动会体育
新城社区站在雨花区沙湾公园足球场举行。 来自社区各幼
儿园的200多名小朋友与家长们分别组队， 以国防军事活
动为主线，以“上阵父子兵”为主题，进行亲子运动比拼，一
场趣味运动会让运动更开心。

活动伊始，所有身着迷彩服的家长与孩子，在教练的带
领下，学习军体拳与格斗术。随后的亲子运动环节设匍匐前
进、抱娃接力等项目，孩子与家长们齐心协力、拼尽全力，欢
声笑语一片。家长李寻说：“平时工作忙，爷爷奶奶带孩子比
较多，长沙市全民健身节能走进社区，举办这么接地气的活
动，我认为必须点赞。家长跟崽崽们一起运动、做游戏，真的
都非常开心。”

� � � � 据新华社广州11月6日电 第十一届
中国航空航天国际博览会6日下午闭幕，
会上各类签约项目价值超过400亿美元，
成交各类飞机187架， 入场专业和普通观
众近40万人次。

这是中国航展组委会6日披露的信
息。 本届航展于11月1日至6日举行。 在六
天展期里， 共有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多家厂商参展， 近半是境外展商，其
中，美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以
国家展团形式参展，波音、空客、巴西航
空、俄罗斯UAC、GE、CFM、ATR等世界前
50强航空航天领先企业悉数亮相。

本届航展参展飞机151架， 最引人注
目的是中国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歼-20的
首次亮相。 英国空军“红箭”飞行表演队也
是首次来华表演。

据组委会统计，参展商与相关机构签
订了402个项目价值超过400亿美元的各
种合同、协议及合作意向，成交了187架各
种型号的飞机。

在飞机订单方面， 中国商飞收获满满，
其 与 航 天 融 资 租 赁 公 司 签 署 40 架
ARJ21-700飞机购买协议； 与浦银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20架C919大型客机购
买协议；与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订36架
C919大型客机用户协议。 中航通飞华北飞
机工业有限公司收获了50架小鹰500飞机
购机意向协议和4架国王350飞机购机合同。

中国航展承办单位负责人说，从闭幕
各项数据来看，无论展出规模、展品结构、
展览形式，还是参展国家、参展厂商、军方
飞行表演队、专业会议活动、军政贸易代
表团的数量、结构和质量，以及成交金额
等，本届航展均创历史新高。

航展组委会披露， 经报国务院同意，
第十二届中国航展将于2018年11月在珠
海举行。

今年中国航展签约超400亿美元
成交各类飞机187架

� � � � 11月6日， 观众在珠海航展现场观看飞行表演。 新华社发

十八届六中全会文件读物
在京首发
首印总数近900万册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及
辅导读物6日在北京首发。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及辅导读物主要包括：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7种文件单行本及汇编本，包

括：《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的单行本与“二合一本”（32开、64
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
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
件汇编》， 以及党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重要法规的“六
合一本”。

———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的2种由文件起草组
组织编写的学习辅导类读物，包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辅导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联合出版
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学习辅导百问》。 这些文件及
辅导读物， 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
权威文本。

据悉，上述文件单行本及汇编本共起印近700万册，辅
导读物共起印近200万册，并将适时加印，以确保满足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的学习需求。

王东峰当选天津市市长
新华社天津11月6日电 天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11月6日选举王东峰为天津市市长。

数万韩国民众集会
抗议“亲信干政”事件

新华社首尔11月5日电 数万韩国民
众5日在首尔市中心举行集会， 抗议韩国
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要求朴槿惠
下台。 当天，数万民众聚集在首尔市中心
光化门广场。自16时开始，民众举行游行、
代表发言和烛光集会等活动。组织者声称
有20万人参加， 而媒体援引警方的消息
说，实际参与民众约4.5万人。

梅德韦杰夫：

俄不打算“反制”
西方新制裁

新华社莫斯科11月5日电 俄罗斯总
理梅德韦杰夫5日在接受以色列“第二频
道”采访时说，针对欧盟和美国可能采取
的新制裁，俄罗斯不打算以任何反制措施
进行回应，俄罗斯近来已经采取了所有必
要的回应措施。 制裁不是良策，俄罗斯从
不主张对哪个国家实施制裁。

三星宣布：

在美召回约280
万台洗衣机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5日电 美国消
费产品安全委员会和三星美国公司日前
联合宣布，将在美国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
约280万台掀盖式洗衣机。

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4日发表声
明说， 召回的洗衣机为三星自2011年3月
至2016年11月在美国商店出售的34种型
号的掀盖式洗衣机，共约280万台。这些洗
衣机的顶盖在使用时会意外脱离，有致人
受伤的潜在风险。

302户家庭候选
首届全国文明家庭

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记者6日获悉，302户第一届
全国文明家庭候选家庭将于11月7日至11月13日进行公
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评议。

据介绍，今年9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部署
开展了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评选表彰活动。 各省（区、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委和全国妇联等有关部门根据评选
标准和评选办法，经过宣传发动、筛选把关、社会公示等，推
出302户全国文明家庭候选家庭。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周世伟 吴辉兵 曾寤堂 ）
昨天上午，首届“湘天华杯”全球诗词
大赛颁奖典礼在攸县文化广场举行。
熊东遨、黄坤尧、周清印等中国诗词界
名流，以及湖南、河南、香港等地诗词
学会和诗社领导出席， 还有一批来自
海内外的投资界精英、 实业界翘楚纷
纷赴会并与攸县开展经贸洽谈。

此届大赛由湖南天华油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资策划主办，于今年1月

1日至5月31日征稿， 共收到海内外应
征诗词作品3.5万多首， 内容经大赛评
委会专家3个月评选，评出诗部词部金
奖各1名、银奖各2名、铜奖各3名、优秀
奖各10名，入围奖各近100名，所有获
奖作品及评委作品已编印成集。

诗部金奖作者王超群为湖南人，
其获奖作品《沩山复绿感赋》切中大赛
“自然、生命、环境、资源”主旨，全诗由
尾句“好从高处绿河山”一结，在时空
交错中点题收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境界顿出。
作为中华诗词之乡， 攸县涌现了

彭天益、 冯子振、 蔡仪等中国文坛名
家。近年来，该县为圆小康之梦，力扬
诗词之帆， 恢复建成我国最早的民间
书院石山书院， 开发滨江大道百米诗
词长廊， 以及千亩攸州文化公园和酒
埠江国家4A风景区等文化旅游胜地，
大力推动乡土生态人文美丽发展，正
吸引战略投资者慕名前来投身项目建
设。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陈薇 谭
克扬）今天，“首届昌耀诗歌奖”颁奖典礼
在青海举行， 湘籍著名诗人谭克修凭借
《万国城》系列组诗摘得“昌耀诗歌奖·诗
歌创作奖”（此奖项获得者有3名， 另两位
是河北诗人李南和澳门诗人姚风）。 著名
批评家耿占春是本届“昌耀诗歌奖”评委
之一，他评价谭克修的获奖作品所体现的
是诗人对现代性经验本土化问题的关注，
对诗歌的现代性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索。

谭克修，湖南隆回人，毕业于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他既是城市规划专
家，也是诗人。90年代读大学期间，其作品
多次发表在《诗刊》《星星》《诗歌报月刊》
《诗神》《绿风》等诗刊上；曾获得“中国年
度诗歌奖”“十月诗歌奖”“1986———2006
中国十大新锐诗人”称号；出版有诗集《三
重奏》。

据了解，“昌耀诗歌奖”由青海省作协
和国际汉语诗歌协会联合主办，旨在纪念
著名诗人王昌耀为中国当代诗歌发展作
出的杰出贡献， 推动当代汉语诗歌的发
展，参评者不分民族、性别、年龄，海内外
的现代汉语诗人与诗评家均可参加，每两
年评选一次，共设立“昌耀诗歌奖·诗歌创
作奖”3名，“昌耀诗歌奖·理论批评奖”1
名，“昌耀诗歌奖·特别荣誉奖”1名。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周传熠）11月5日晚，一场特别
的声乐汇报音乐会在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举行，师生们用《晴朗的一天》、《你
不要哭泣》等名曲，向20世纪七大男
高音之一、 德国纽伦堡国立音乐学院
院长齐格费里德·耶路撒冷汇报学习
成果。

据介绍，11月3日起， 齐格费里
德·耶路撒冷受该校音乐舞蹈学院教
授龙亚君邀请， 专程前来进行“湖
南·国际声乐大师班”讲学，3天时间
共带来30余节免费课程。“我是第一
次到湖南， 很高兴遇到了很多好嗓
子。没想到这里有这么多学生热爱美
声， 我很惊喜。” 此次湖南之行耶路

撒冷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湖南伢子、
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李卓轩由于嗓音
浑厚，外形高大被他一眼相中，当即
决定将其收为弟子，将随他前往德国
学习歌剧。

龙亚君告诉记者， 这次请大师来
学院讲学既加强了湖南和德国在歌剧
领域的交流，也打开了师生们的视野。

“文化融入发展、发展繁荣文化”

首届“湘天华杯”
全球诗词大赛颁奖

德国音乐家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讲学

湘籍诗人谭克修
荣获“昌耀诗歌奖”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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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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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现新植物：北川驴蹄草
据新华社成都11月6日电 记者6日从四川省北川县小

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经过三年科考论证，
确认该保护区发现一种新的植物：北川驴蹄草。

据了解， 第一次发现该物种并促使植物专家注意的人
是小寨子保护区职工张涛。 2013年4月27日，他在北川片口
自然保护区水漕口区域修建科考小木屋时第一次发现了这
一奇特的植物。鉴于该新物种第一次发现地为北川，张涛将
其中文名命名为“北川驴蹄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