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
额

新
华
社
发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2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32573
0 747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07
900

11944

5
18
302

1363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5103
129486

347
3406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3月30日 第2018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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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04 3006 07 09 14 15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 年 3 月 30日

第 2018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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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 1040 719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23 173 263479

5 94

� � � � 俄罗斯外交部30日发布公告说，俄
外交部当天召见了澳大利亚、德国、意大
利等23国驻俄使节代表， 告知他们俄方
将以数量对等原则驱逐这些国家的驻俄
外交人员。

公告说，驱逐这些国家驻俄外交人员，
是对他们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回应。 公告
说，俄方召见了澳大利亚、阿尔巴尼亚、德
国、丹麦、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
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摩尔多瓦、荷
兰、挪威、波兰、罗马尼亚、乌克兰、芬兰、法
国、克罗地亚、捷克、瑞典和爱沙尼亚的驻
俄使节代表， 并告知他们俄将按数量对等
原则， 将这些国家相应数量的驻俄外交人
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以牙还牙

俄罗斯外交部部长谢尔盖·拉夫罗
夫说， 俄方29日召见美国驻俄大使洪博
培， 告知针对美方先前对俄方举措的报
复措施，包括驱逐60名美国驻俄外交官、
收回美驻圣彼得堡总领馆的办公许可。

白宫说， 俄方驱逐美方外交官标志
着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据悉，包括英国在内，美国等西方国
家及其盟友、 伙伴合计20多个国家集体

“站队”，驱逐150多名俄方外交官。其中
美国出手最重，驱逐60人，关闭俄驻西雅
图总领馆。

这些国家支持英方立场， 认定曾为
英国充当间谍的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
女儿本月初在英国街头“中毒”，俄方“极
有可能”应承担责任。

俄外交部把美国驻俄大使馆58名外
交官和驻叶卡捷琳堡总领馆两名外交官
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们4月5日
以前离境； 美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工作
人员须在31日前离开这一办公场所。

如果美国进一步对俄外交使团采取
“敌对行动”，俄外交部说，俄方将以彼之
道还施彼身；奉劝美国“清醒过来”，“停
止有损双边关系的轻率之举”。

就此扯平

白宫发言人萨拉·赫卡比·桑德斯说：
“俄方回应不意外，美国会处理此事。”

洪博培在一份声明中说， 俄方驱逐
外交人员的举动“缺乏正当理由”，显示
俄方无意与美方就重要事务对话。

不过，美联社报道，尽管美俄关系紧
张，俄方仍期待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能
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面。

俄罗斯国家杜马、 即议会下院外交
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
告诉俄国际文传电讯社， 驱逐美外交人
员或许反而有利于促成两国领导人会
面，因为俄美就此“扯平”。

尽管“没有为会面营造非常愉快氛
围”，诺维科夫说，但“这不应该影响会面
本身以及它的发生”。

再求探视

拉夫罗夫29日说， 俄方将寻求领事
探视斯克里帕尔的女儿尤利娅。

英国医疗部门早些时候说， 斯克里

帕尔的状况依然危重但稳定， 他的女儿
脱离危险，已恢复意识并可以说话，身体
状况明显好转。

拉夫罗夫说：“我们再次要求英方允
许我们探视尤利娅， 因为她是俄罗斯公
民。”

斯克里帕尔父女4日在英国威尔特
郡索尔兹伯里市区一条长椅上昏迷。按
照英方的说法， 他们中了苏联研制的神
经毒剂。俄方否认关联“中毒”事件。

俄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
29日说， 英方对俄方的指认是一个“骗
局”，同时是一场“国际挑衅”。

拉夫罗夫指认美英两国“野蛮施
压”，强迫盟友加入“反俄大业”。

在英国国家安全顾问马克·塞德威尔
看来，集体驱逐俄方外交官是在回应“俄
方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为”，“中毒” 事件
不过是最新且明显非常严重的例子。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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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会见
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0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

李克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
昨天，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将两国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纳方巩固政治互
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开
辟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李克强指出，中纳互利务实合作成果显著，前景广阔。
我们愿同纳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农业和农业技术、基
础设施、产能、旅游等重点领域合作，共同支持经济全球化
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更好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根哥布表示，纳方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
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
清单全面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办税事项“最
多跑一次”清单》4月1日起施行，将进一步
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减少纳税人
办税跑腿，降低纳税人办税成本。

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是指税务机
关通过优化办税流程、 提升纳税服务质
效、融合线上线下办税，在资料完整并且
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情况下，让纳税人办
理清单范围内的事项，最多只需要到税务
机关一次或者全程网上办理。纳税人的办
税事项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或者提交的
资料不完整，不适用“最多跑一次”。

清单共有报告类、发票类、申报类、
备案类、证明类5大类105个事项，涵盖
了税务登记、认定管理、发票办理等办
税全流程。

按照税务总局要求， 省国税机关和
地税机关可通过推行网上办税、 邮寄配
送、上门办税等多种方式，在税务总局清
单的基础上增列“最多跑一次” 办税事
项，分别形成本地国税局、地税局的办税
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并向社会公告实
施。

微信、支付宝扫码付款
单日不得超过500元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条码支付业
务规范4月1日起实施。规范明确，若使

用静态扫码支付，同一客户银行或支付
机构单日累计交易金额应不超过500
元，使用动态扫码支付的最高不限额。

何为静态条码支付？ 常见的杂货店、
小吃店等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
属于静态条码。我们买完东西付款时，出示
付款码供商家来扫的则属于动态条码。

央行规定，使用静态条码进行支付
的，风险防范能力为D级，同一客户单
个银行账户或所有支付账户单日累计
交易金额应不超过500元。对于使用动
态条码进行支付的，风险防范能力根据
交易验证方式不同分为A、B、C三级，同
一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限额分别为自主

约定、5000元、1000元。
同时，规范明确，银行、支付机构发

现特约商户发生疑似套现、洗钱、恐怖
融资、欺诈、留存或泄露账户信息等风
险事件的，应对特约商户采取延迟资金
结算、暂停交易、冻结账户等措施，并承
担因未采取措施导致的风险损失责任。

进一步防范化解
保险欺诈风险

保监会日前发布的《反保险欺诈指
引》4月1日起正式施行。指引明确，保险
机构应当承担欺诈风险管理的主体责

任，建立健全欺诈风险管理制度和机制，
规范操作流程，妥善处置欺诈风险，履行
报告义务。

指引规定，保险机构欺诈风险管理
体系应包括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
有效监督和管理；欺诈风险识别、计量、
评估、监测和处置程序；内部控制和监
督机制；欺诈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报告
和危机处理机制等基本要素。

指引明确， 保险机构应保障欺诈风
险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并配备适当的
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必要的经费、设
置必要的岗位、配备适当的人员、提供培
训、 赋予欺诈风险管理人员履行职务所
必需的权限等。

对乘用车企业实行
“双积分”管理

工信部、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
的《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
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4月1日起落
地施行， 将进一步缓解能源与环境压
力，促进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办法对乘用车企业从两个方面进
行积分核算管理， 并纳入准入条件。积
分为负且未抵偿归零的企业，将调整生
产或进口计划。

办法建立积分核算制度和积分管
理平台，明确积分核算方法，有条件地
放宽小规模企业的燃料消耗量达标要
求。对传统能源乘用车年度生产量或者
进口量不满3万辆的乘用车企业， 不设
定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

同时，办法提出，建立积分交易机
制， 由企业自主确定负积分抵偿方式。
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中，正积分可
以按照80%或者90%的比例结转后续
年度使用， 也可以在关联企业间转让。
新能源汽车积分中，正积分可以自由交
易，但不得结转。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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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新规4月1日起施行

� � � �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
单促进群众办税便利化， 保监
会新规明确保险机构承担欺诈
风险管理主体责任……暖春4
月，一批新规落地施行，全方位
保障你我的合法权益。

� � � � �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记者30日
从中国航天员中心了解到， 随着我国载
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时代， 航天员已
全面开展空间站任务训练。

未来空间站任务长期在轨驻留、常
态化出舱活动、空间站在轨组装及维修、
科学试验等科目， 给航天员选拔训练带
来更高挑战， 对航天员身心等综合素质
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航天员中
心副总设计师黄伟芬介绍说， 面对这一
新情况，全体航天员已开展空间站技术、
机械臂技术、 出舱活动技术和医学等相
关理论的学习，进行了适应性潜水训练，
加强了力量和体能训练， 即将开展沙漠
野外生存和出舱程序水下验证试验。

今年4月1日，是中国航天员中心成立
50周年纪念日。自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启动

以来，中心选拔培养了21名航天员，研制了
包括舱外航天服在内的4000余件上天产
品，圆满完成6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探索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航天医学工程学理
论体系和工程实践技术体系， 为我国载人
航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三批航天员的选拔工作正在稳
步推进。”黄伟芬透露，目前，中心针对航
天驾驶员、 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
三类航天员，研究编制了选拔的标准、方
法、实施程序等文件，做好了相关选拔设
备的准备和百余名岗位人员的培训。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记者30日从
中国航天员中心了解到，经过50年的发展，
中国航天员中心不断创新、谋求跨越，实现
了载人航天飞行9类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

1968年4月1日，中国航天员中心的前

身———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成立。50年
来，一代代创业者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
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矢志航天、团结攻坚，
使中心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航天医学工
程发展之路，实现载人航天飞行9类关键技
术的重大突破， 成为能独立培养航天员的
世界第三大航天员中心。

———形成了完整的航天员选拔训练体
系，建造了航天飞行模拟器、模拟失重水槽、
舱外航天服试验舱等十余个大型地面训练
试验设施，选拔培养了21名优秀航天员；

———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航天员
健康保障机制， 走出了中西医结合的航
天员健康保障之路；

———突破和掌握了航天飞行器环境控
制与生命保障关键技术， 实现了航天员从
短期飞行到中长期飞行的生命安全保障；

———自主研制了以“飞天”舱外航天
服为代表的航天员系列化功能服装，展
现了航天员良好形象；

———研制生产了6大类上百种航天
食品， 把“舌尖上的中国” 带进茫茫宇
宙；

———设计并完成了近百项有人参与
的空间科学试验， 为后续空间站建设和
深空探测积累了宝贵数据；

———提出了飞行器设计和飞行试验
各个阶段的医学要求，全面建立了有害环
境因素医学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体系；

———设计了企鹅服、 太空跑台等多
项失重防护措施， 有效减少太空特因环
境对航天员的不良影响；

———创建了航天工效学评价体系，
确保了航天员安全、高效完成各项工作。

中国航天员中心实现载人航天飞行9类关键技术重大突破

我国航天员全面开展空间站任务训练

我国再次成功发射
两颗北斗三号卫星

� � � � � 3月30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
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
第三十、三十一颗北斗导航卫星。 新华社发

微信等扫码付款单日不得超500元

俄罗斯“对等”驱逐西方外交官

� � � � 3月30日， 人们从美国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馆前走过。 新华社发

� � � �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王亮）3月31日下午，2018
中国足球协会乙级联赛首轮开踢。下午3时30分，湖南湘涛
华莱队将在苏州挑战苏州东吴队。上赛季第5轮，湘涛队曾
在客场以2比1击败苏州东吴队。

据介绍，湘涛队于29日启程前往苏州，共有18名队员前
往苏州。湘涛队新赛季引入苑维玮、庄佳杰等8名新援和中
国足坛名帅裴恩才，整体实力较上赛季有所提升。在24日进
行的足协杯第二轮比赛中， 湘涛队在益阳主场以2比1逆转
击败深圳雷曼队，面貌一新。裴恩才介绍，本赛季湘涛队的
目标分为两部分，首先是进入南区4强，进入季后赛的附加
赛后再冲击中甲名额。

2018赛季中乙联赛有28支参赛球队， 共有2.5个升甲名
额。赛季分预赛和季后赛两个阶段，其中预赛有26轮，预赛的
南北区前4名进入季后赛的升级附加赛。附加赛前两名升入中
甲，第三名则跟中甲倒数第三名进行升降级附加赛。

2018赛季中乙联赛开赛

湘涛今日挑战苏州东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