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4月10日12时25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
感三十一号01组卫星和微纳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新华社发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王亮）
4月12日，湖南金健米业男篮将与湖南
师范大学男篮进行一场热身赛。 今天，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来到宁乡文体中心，
看望湖南金健米业男篮，鼓励他们新赛
季“获得更好的成绩”。

金健米业男篮休赛期引入冯祺等多
名强援，春节后已集训近两个月，默契初
步建立。3月25日金健米业男篮与衡阳队
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以85比64轻松取胜。

李舜在与球队交流中表示 :“去年
我们闯入季后赛半决赛， 但不能满足，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冲进CBA。 今年大

家要更努力， 力争获得更好的成绩，展
现湖南篮球的精气神。”

李舜还向队员询问了训练和生活情
况，并叮嘱他们，在努力训练的同时，注
意科学训练，合理调节休息时间，以饱满
健康的状态迎接新赛季的到来。

据介绍，湖南金健米业男篮将于5月
初前往四川参加2018赛季NBL联赛体
测，5月中旬开启省内巡回热身赛。 外援
方面， 金健米业男篮已物色的选手以内
线球员为主， 近期将会来到湖南跟队试
训。5月份的巡回热身赛中， 新外援将揭
开面纱。

王亮

北京时间4月10日凌晨进行的女足
亚洲杯，随着约旦女足1比6不敌泰国队，
两战全胜的中国女足提前一轮晋级四
强，并成功晋级2019年女足世界杯。这也
是中国女足第7次夺得世界杯资格。

与此同时， 中超预备队联赛的一场
比赛发生内讧， 同队的两名球员拳脚相
向，令人瞠目结舌；里皮率领的国足在3
月份的中国杯上遭遇两场惨败， 被灌10
个球。鲜明对比之下，女足又一次成为中
国足球的遮羞布。

尽管中国女足又一次晋级世界杯，但
遗憾的是，她们得到的关注依然微乎其微，
好像换了个性别，踢的就不是足球了。

中国女足有着世界杯亚军和奥运会

亚军的光环，如今的发展却异常艰难。中
国足球近几年进入发展 “快车道 ”，但女
足得到的政策倾斜远远不够， 商业支持
更是少得可怜， 女足运动员的收入连男
足的零头都不如。 国家队的管理也不够
稳定，主教练走马灯般轮换，成绩再也没
有达到曾经的高度。

困境之下， 中国女足姑娘们依然不
忘初心， 一次又一次向世界足球的最高
舞台进发， 全力捍卫铿锵玫瑰的鲜艳红
色。

都说中国足球如何糟糕， 难道女足
不是中国足球的一分子？再想象一下，如
果是中国男足晋级了世界杯， 那该是何
等的热闹和喧嚣？

请珍爱中国女足， 珍爱中国足球仅
有的骄傲吧。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周倜 通
讯员 杨振兴 赵辉）4月9日，由省社会体
育指导服务中心联合岳阳监狱主办的全
民健身活动在岳阳监狱第一押犯点启
动，98名岳阳监狱服刑人员代表在社会
体育指导员的指导下学习第九套广播体
操，上了一堂“体育课”。

引进全民健身活动在岳阳监狱尚属
首次，活动自4月9日起，持续到6月中旬。
省社体中心将派出数位国家级社体指导
员进行授课培训， 组织服刑人员与监狱

干警学习第九套广播体操及广场健身操
等项目。 本次培训对象是来自不同监区
的98名服刑人员代表，课程结束后，这些
代表将成为带操员， 在各自监区进行推
广，最终成果将于6月中上旬在监狱系统
广播体操、 健身操大赛和千人健身操表
演上“展示”。

岳阳监狱监狱长彭锋表示，“我们将把
广播体操和健身操推广成干警职工日常生
活和服刑人员改造自我的常态化内容，让高
墙内更有活力和生机。”

金正恩：

朝韩首脑将与27日会晤
据新华社平壤4月10日电（记者 程大雨 吴强）据朝中

社10日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9日举行的朝鲜劳
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表示， 北南首脑会晤将于本
月27日在板门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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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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40 6 5 4 4 3 6 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4064447.93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093 5 5 3
排列 5 18093 5 5 3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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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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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组建部门
和单位陆续挂牌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近日，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等国务院新组建部门作为第一批挂牌单位陆续挂
牌，国务院各部门的机构改革进入实质性落实和推进阶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了自然资
源部挂牌仪式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组建自然资源部是一场
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变革，要科学设置机构和配置人员，认
真履行职责使命，为生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提供
重要体制保障，开创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新局面。

逾5000万元财产来源不明

张文雄受贿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南宁4月10日电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10日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湖南省委原常
委、宣传部原部长张文雄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

桂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张文雄直接或者通过其妻子
涂爱芳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2335.595328万元。另，张文雄家庭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
法收入，对共计折合人民币5158.302213万元的财产不能说
明来源，差额巨大。依法应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追究张文雄的责任。

特朗普：

5月或6月初与金正恩会面
新华社华盛顿4月10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表示，

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将于5月或6月初举行。
特朗普说， 美方目前已与朝鲜展开接触，“我们将在5月或6
月初的某个时候和他们见面”。 特朗普表示，希望美朝双方
可以在会谈中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达成协议。

新华社发

铿锵玫瑰再度绽放

李舜看望金健米业男篮：

期待新赛季更进一步 运动春风拂高墙
全民健身活动走进岳阳监狱

遥感三十一号01组卫星成功发射

� � � � 针对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中
国政府日前对原产于美国、约500亿美元
的进口商品采取对等措施， 其中较引人
关注的是大豆。

美国、 中国分别是全球第一大大豆
生产国和第一大消费国。 加征关税将对
双方相关产业有什么影响？ 中国可以采
取哪些应对措施？

进口美大豆将涨价，市场
份额或被巴西、阿根廷替代

2017年我国进口美国大豆3285.4万
吨，占我国大豆进口量的34.4%。据国家
牧草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
王明利分析， 进口美国大豆成本增加
25%，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可能使我国大
豆市场价格提升10%至15%。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
究所研究员陈秧分认为， 加征关税将直
接降低美国大豆的价格优势， 对华大豆
市场份额或将被巴西、 阿根廷等其他大

豆主产国所替代。
据陈秧分介绍，2016/2017年美国大

豆产量占全球33.3%，其中50.6%用于出
口。2017年对华大豆出口金额占美对华
出口总金额的9.1%。受消费习惯、市场需
求等因素影响， 美国短期内难以开拓足
够规模的大豆市场来替代中国， 大豆销
售将遭遇困境。

另一方面， 对进口大豆抬高门槛一
定程度上将刺激我国豆农扩大生产。专
家认为，应适当恢复国内大豆种植面积。

饲料价格提升约3%，对国
内养殖业影响不大

中国是世界第一养殖大国， 大豆为
畜禽提供了重要的蛋白来源。 王明利表
示， 加征美豆关税对我国畜牧业有一定
影响，但总体影响不大。

据王明利分析， 我国饲料中豆粕用
量一般在20%左右。 进口美国大豆成本
增加25%，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可能使我

国大豆饲料价格提升约3%至4%。具体到
食粮性畜禽和草食性畜禽的养殖， 其影
响程度有所不同———对生猪、肉鸡、蛋鸡
影响大一些，而对肉羊、肉牛、奶牛等影
响小一些。

据王明利介绍，近年来我国饲草产业
快速发展，可在一定范围内替代豆粕。如，
在奶牛饲料中可适当加大苜蓿草用量、减
少对豆粕的用量；在生猪、蛋鸡等饲料中也
可添加适量的苜蓿草粉、替代一定的豆粕，
可以使生产性能提高或产品质量提升。

可替代食用油品种多，对
CPI有影响但可控

除作为养殖业的基础性饲料外，大豆
还是我国食用油消费的最主要原料。对此，
中华粮网信息部副部长李娜认为，粮油市
场受影响不大。可替代食用油品种多，而且
棕榈油等油脂产品的价格较低。

另一方面，随着消费升级，越来越多
消费者选购橄榄油、菜籽油、葵花籽油等

产品，市场选择更加多样化，终端消费对
大豆油的需求增长有限。李娜同时表示，
国内花生产业在油脂产业链上还未发挥
应有的作用， 实际上花生的出油率和油
质成分都较大豆更好。

中信建投证券的分析也认为， 对美
大豆加征关税后对国内CPI的影响约为
0.08至0.23个百分点，通胀仍属可控。

扩大进口来源，增加国内
大豆种植面积

陈秧分等专家建议， 研究制定针对
重要农产品的投资布局战略，加强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推动大豆进
口来源多元化。

在国内大豆种植方面， 东北地区将
进入大豆播种季节， 相关人士提出积极
做好春播备耕工作， 适度扩大国内大豆
供应规模；同时继续推进玉米去库存、粮
改饲，适当扩大花生、油菜籽等经济作物
的种植面积。（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美大豆如被加税会怎样？

有替代产品，对中国影响有限

场外任意球

� � � �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记者 吴嘉
林）第十届中英政党对话10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英国保
守党领袖、政府首相特雷莎·梅分别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 中英政党对话举行10年
来，两国政党、政治家就共同关心的广泛议
题进行了深入对话，为增进双方相互了解和
信任、促进中英关系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成为中英交流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
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作
为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 中英双
方应该加强交流沟通，共同打造两国关系“黄
金时代”。希望两国政党、政治家加强交流、增
进互信，探索建立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
政党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英政党对话
作为两国增进互信、凝聚共识的重要平台，必
将以创办10周年为契机，为中英面向21世纪

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为世
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特雷莎·梅表示， 今年是英中关系的
重要一年，两国关系“黄金时代”不断深化，
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焕发
出新的活力， 进一步深化英中关系对双方
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很高兴在今年初对中
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值此双方共同庆祝英
中政党对话十周年之际， 我们可以肯定地

说，英中政党对话使两国政治家齐聚一堂，
就各自国内发展、 双边关系和国际地区问
题进行深入讨论， 在推动两国决策者增进
相互信任、 建立持久友谊等方面发挥了独
特作用。自2007年创立以来，英中政党对
话在两国政治家中积累了大量人脉， 不少
参与者已经在两国政府中担任大臣或部长
职务， 他们对彼此国家的关注和了解是我
们推动英中关系再上新台阶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和特雷莎·梅分别致贺信
中英政党对话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