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0月 03日

第 2017269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36 1040 349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61 173 183553

9 8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0月3日 第2017116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5013470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8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537998
2 20355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72
60997

1028626
7304167

45
2307
37354
270066

3000
200
10
5

0214 22 30 3220

2017年10月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王亮 李特南时事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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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0.5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记者3日
从国家旅游局获悉， 美国拉斯维加斯露
天音乐节发生的枪击事件中， 目前暂无
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有6名游客被困
事发封锁区域， 现已全部安全离开。

据了解， 美国当地时间10月1日
晚， 美国拉斯维加斯露天音乐节发生枪
击事件， 目前已造成59人死亡， 527人
受伤。 事件发生后， 国家旅游局要求驻
洛杉矶旅游办事处迅速了解相关情况，

与我使领馆保持密切联系， 确认在当地
中国游客的安危情况， 要求国内出境旅
游企业立即核查游客信息。

据携程旅游相关负责人介绍， 事件
发生后， 携程启动了突发事件应急机
制， 携程机票部门密切关注中国往返拉
斯维加斯的航班动态， 以第一时间为旅
客提供及时的航班信息； 携程租车部门
已对有用车需求的客户告知紧急求助电
话， 并提醒仍在当地的客人注意安全。

完成“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潜试验

我国海洋事业增添新利器
新华社三亚10月3日电 历经50多天，我国“深海勇士”

号载人潜水器在南海完成全部海上试验任务后，3日随“探索
一号”母船顺利返航三亚港。通过本次海试，进一步全面检验
和验证了4500米载人潜水器的各项功能和性能， 海试的成
功标志着研制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深海勇士”号是继“蛟龙号”后，我国深海装备的又一里
程碑，为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增添新的利器，实现了我国深海
装备由集成创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跨越， 也为正在研制的
全海深载人作业潜水器奠定坚实基础，未来将面向全国开放。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贺信中说， 海试结果表明，深
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性能优良，可列入国际最先进载人潜水
器序列，这是我国在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研制征途的又一次重
大跨越，也标志着我国已经全面具备大深度载人潜水器研制
和试验的能力。

据了解，“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是“十二五”863计划的
重大研制任务，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02所牵头、国内94家单
位共同参与，研发团队历经8年持续艰苦攻关，先后突破总体
设计与优化、 大厚度钛合金载人舱设计制造、 大深度浮力材
料、低噪声深海推力器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在“蛟龙号”研制与
应用的基础上， 成功实现了潜水器核心关键部件的全部国产
化，降低了运维成本，有力推动深海装备功能化、谱系化建设。

为发现引力波作出贡献
3名科学家分享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3日电 瑞典皇家科学院3日
宣布， 将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雷纳·韦
斯、巴里·巴里什和基普·索恩，以表彰他们为“激光干涉引
力波天文台”（LIGO）项目和发现引力波所作的贡献。

评选委员会成员奥尔加·伯特纳说，宇宙中曾有两个黑
洞发生碰撞，所产生的引力波跨越漫长时空，历时13亿年抵
达地球， 在2015年9月14日被位于美国的LIGO探测器探测
到，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发现引力波。

百年前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预言了引力波的存
在， 但他认为引力波难以被探测到， 因为相关信号非常微
弱。 评选委员会说，LIGO项目集纳了全球多地1000多名科
学家的努力，而这三名获奖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韦斯
在约40年前提出了探测引力波的方法， 巴里什和索恩也在
科学和管理等方面有巨大贡献。

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

特朗普呼吁美国民众保持团结

国家旅游局:�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116 9 2 2 9 0 4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5940489.02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69 0 4 5
排列 5 17269 0 4 5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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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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多彩假期

� � � � ①10月3日， 武警上海总队
四支队官兵和内地新疆高中班学
生共同开展“迎中秋 庆佳节”主
题联欢会。 图为武警官兵和内地
新疆高中班的学生展示共同制作
的“团圆”月饼。

� � � � ②今年国庆、中秋假期期间，
安徽合肥的很多小朋友和家长来
到安徽图书城等地参观学习，在
文化氛围中乐享假期。 图为10月
3日，一名小朋友和家长在安徽图
书城内阅读。

� � � � ③10月3日， 两名游客在江
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岔河镇参加稻
田捉鸭活动。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①

②

③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齐中熙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在民生发展
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补短板、 兜底线、
出实招， 中央出台一系列举措， 为老百
姓织密民生福祉的保障网。

惠民政策力度不断加大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是贫
困村， 交通不便、 居住分散， 移民搬迁
后， 通过发展当地特色八眉猪养殖， 每
户村民都住上了干净宽敞的四合院， 今
年将整体脱贫。 村民们谈起变化， 满脸
喜悦。

随着精准扶贫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
根， 2013年至2016年4年间， 我国农村
贫困人口累计脱贫5564万人。 2017年
脱贫目标为1000万人以上。

民意召唤使命， 担当彰显情怀。 5
年来， 一系列民生举措给人民群众带来
更多获得感， 开创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

善良性互动的新境界： 养老金在“8连
涨” 基础上继续“5连涨”； 农村低保标
准5年翻一番， 增幅远超GDP增速。 从
2012年的人均2067.8元， 上升到2016
年的人均3611元；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扎实推进， 教育、 医疗惠民政策力度不
断加大。 我国织起全球最大的全民基本
医疗保障网， 并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制度。 目前， 城乡居民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
补助标准由2012年的240元提高到2017
年的450元。

交通“加速度”改变生活

9月21日， “复兴号” 中国标准动
车组在京沪高铁实现时速350公里运
营， 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
营速度最快的国家。

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运营
速度最快、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速铁路网络。 驰骋在神州大地的高铁长
龙，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改变
着国人的生活，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
动力。

5年来， 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
络日趋完善。 更多的综合客运枢纽建

成， 越来越多的高铁站接入地铁、 长途
汽车、 公交等枢纽， 四通八达。 综合交
通的融合性、 便利性更好， 人们的出行
体验更佳。 手机App订票、 电子支付、
自助取票十分普遍， 交通出行服务更方
便快捷。

截至2016年年底， 全国铁路营业
里程达到12.4万公里， 其中高铁超过2.2
万公里。 公路总里程达到496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3万公里。 港口
万吨级及以上泊位达到2221个， 内河航
道总里程12.7万公里， 其中高等级航道
1.21万公里。 颁证民航运输机场达到
218个， 其中吞吐量千万人次以上的枢
纽机场28个。

新业态澎湃新动力

就业是民生之母。
“一部手机就能实现创业梦。” 8月

底， 河南洛阳垒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张汝峰足不出户， 通过手机在网上
申请， 拿到了河南省首张全程电子化办
理的企业营业执照，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
预运营状态。

利民之事， 丝发必兴。 党的十八大
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征程， 出台了一

系列商事制度改革举措， 努力营造有利
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准入环境、 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 优质高效的服务环
境， 使个体私营经济驶入持续、 快速、
健康发展轨道， 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

从前期的网店到如今各种形态的
“互联网＋”， 各种新业态不断涌现， 铺
天盖地的小微企业， 打通了中国经济发
展的毛细血管， 为经济发展增添澎湃动
力。

截至2017年上半年， 我国私营企
业达2497.08万户， 较去年同期增长
20.94%， 注册资本155.1万亿元， 同比
增长40.92%； 个体工商户6153.97万户，
同比增长10.45%， 资金数额达48744.39
亿元， 同比增长21.30%。 随着个体私
营经济的发展，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 平均每户私营
企业可带动8人就业， 每户个体工商户
可带动2.8人就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陆续出台了
一系列措施， 促进了创业创新和新动能
成长、 扩大了就业。 统计显示， 我国新
增就业岗位连续5年超1000万个， 老百
姓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织密民生福祉保障网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发展建设成就综述

�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美国警方
2日确认，至少59人在拉斯维加斯枪击事
件中丧生，另有527人受伤。中国驻旧金
山总领事馆工作组已经抵达拉斯维加
斯，展开领事保护工作，目前尚无中国公
民伤亡信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枪击事
件予以强烈谴责，呼吁国民保持团结。

1日晚间，一名枪手从曼德勒海湾酒
店32层房间向附近参加露天音乐节的人
群射击，导致重大人员伤亡。警方冲入枪
手所在房间时发现此人已经身亡。 警方
在其房间发现18支枪械、 数千发弹药以
及爆炸物。 警方确认枪手为64岁的内华
达州居民斯蒂芬·帕多克， 行凶动机不
明。事发后，拉斯维加斯所在的克拉克县
进入紧急状态。

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发生后， 中国
驻旧金山总领馆第一时间成立应急工作
组，与美方保持密切联系，了解有无中国
公民伤亡情况。2日中午， 工作组抵达拉
斯维加斯，展开信息收集和查询工作。总
领馆目前没有收到中国公民求助及伤亡
信息。

在2日发布的通告中， 总领馆提醒在
美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安全形势，提高防范
意识，避免前往人群集中地区。如遇异常

情况，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及时报警求助。
美国警方2日说，拉斯维加斯恶性枪

击事件的遇难者人数已经升至59人，另
有527人受伤。此事成为美国现代史上伤
亡最惨重的枪击事件。 联邦调查局发言
人阿龙·劳斯在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 尚无证据显示枪击事件与国际恐怖
组织有关。

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发表讲话，强烈
谴责发生在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称
其为“十足的邪恶之举”，并呼吁美国民
众在悲痛中保持团结。他宣布将于4日前
往拉斯维加斯进行慰问， 并要求所有联
邦建筑降半旗向遇害者致哀。

美国白宫发言人萨拉·赫卡比·桑德
斯在2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目前还不完
全掌握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的全部事
实， 当务之急在于安抚生还者并哀悼遇
难者，“以后会有时间和地点辩论控枪问
题，但现在是团结时刻”。

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发生后，中国、
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墨西哥和日本等
国领导人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通
过不同形式， 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慰
问，向遇难者表示哀悼。

遇难人数升至59人，另有527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