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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乌拉圭第二期体育援助项目
长沙闭班

80名运动员
“满载而归”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记者 蔡矜宜）

今天，援乌拉圭第二期体育教练技术援助
项目闭班仪式在长沙举行， 这也标志着
2018年度乌拉圭来华训练圆满结束。

受中国商务部委托，中国体育国际
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
实施任务。 项目内容为2018�年至2020�
年，每年1月至4月间，安排乌方10个运
动队不超过117人来华训练，每次90天；
上述运动队在华期间，每年安排乌体育
秘书处官员及随行记者不超过12人每
年来华考察12天；每年乌拉圭在华训练
结束后，中方派遣不超过7位教练和7名
翻译赴乌执教30天；中方提供部分配套
训练器材并运至乌拉圭蒙得维的亚。

本期援助项目， 共有来自举重、田
径、跆拳道、乒乓球、游泳、体操等8个项
目的80名乌拉圭运动员在湘训练。中方
为乌运动队在湘训练期间配备了高水
平教练员，提供优良的训练设施器材和
食宿休闲医疗等条件，使得在华训练乌
方运动队竞技水平大幅提高。

� � � �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记者 张福
芳 通讯员 邓志文) 记者昨天从2018年
娄底精品体育赛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娄底将举办中国娄底首届国际马
拉松赛、 中塞国际篮球对抗赛等17场
重大体育赛事。

娄底体育场馆多， 设施先进 。
2017年我省各大体育赛事中， 娄底承
办了1/4。 为发展赛事经济， 今年娄底
将重点发挥高铁网络优势， 打造以
“直达娄底·高铁城市” 为主题的五大
精品赛事， 助力娄底成为高铁城市赛
事联盟中心。

打造高铁城市赛事联盟中心

娄底今年将举办
17场重大赛事

中国空间站“飞天”水下训练服首次亮相

� � � �在4月20日召开的航
天医学工程发展战略高
峰论坛上，中国航天员中
心公开展示了自主研制
的空间站“飞天”水下训
练服。这是中国空间站航
天员水下训练专用服装
首次公开亮相。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朝韩开通首脑热线

半岛北南“静候佳音”
� � � �在4月27日朝韩第三次首脑会晤进
入最后一周倒计时之际，韩国总统府青
瓦台20日宣布，南北首脑热线当天在总
统府青瓦台和朝鲜国务委员会之间开
通，双方已成功进行首次试通话。

为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 双方目前正
紧锣密鼓地展开各项准备工作， 力争使此
次会晤成为朝鲜半岛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 � � �根据朝韩双方此前筹备首脑会晤
过程中透露的信息分析， 改善南北关
系、构建半岛永久和平机制以及实现半
岛无核化将成为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认为，一周后举
行的朝韩首脑会晤将主要聚焦以下
三个议题：

一、聚焦朝韩合作。其中包括涉
及民生问题的离散家属团聚以及经
贸合作，即建立朝韩经济共同体。

二、 聚焦构建半岛和平机制。
1953年签署的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延
续至今，使半岛一直在技术上处于停
战状态，通过此次首脑会晤，推动把
停战协定转换为和平协定，是朝韩双
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三、聚焦半岛无核化。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在多个场合提出，致力

于实现半岛无核化。此次双方必将再
次向国际社会表明坚持半岛无核化
的立场。应当注意到，金正恩此前曾
表示，实现半岛无核化，需要韩国和
美国善意回应朝鲜的努力，营造和平
稳定的氛围， 为实现和平采取阶段
性、同步的措施。

朝韩首脑热线的开通是两国为
保障首脑会晤顺利进行所采取的又
一项切实举措， 为实现朝韩首脑会
晤机制化打下基础， 成为今后解决
朝韩间相关问题的最高规格沟通渠
道， 同时也符合半岛问题“分阶段、
同步走、 一揽子解决” 的推进思路。

朝韩双方商定于4月27日在板门
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 举行朝
韩首脑会晤。 这将是历史上第三次
朝韩首脑会晤， 同时也将是朝鲜最
高领导人第一次踏上韩国土地。 青
瓦台15日把此次朝韩首脑会晤的标
语定为“和平， 新的开始”。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 � � �青瓦台相关负责人表示， 双方
工作人员20日已经以非公开形式进
行试通话。据韩国媒体报道，当地时
间15时41分左右（北京时间14时41
分左右），首脑热线正式开通，韩国方
面首先拨通电话，并进行了4分19秒
的通话测试。 双方首脑将在首脑会
晤之前进行首次通话。

近期，随着首脑会晤的临近，朝
韩双方都在积极筹备， 显示出对此
次会晤前景的乐观态度。 青瓦台发
言人金宜谦表示， 双方将在首脑会
晤开始前在会场“彩排”。韩方排练时
间为24日和26日， 朝方排练时间预
计为24日或25日。

韩国总统文在寅19日在青瓦台
与多家媒体代表共进午餐时表示，朝
鲜半岛应结束停战机制，发表终战宣
言，向签署和平协定迈进。

文在寅说， 朝鲜正向国际社会
表明其彻底无核化的意愿， 向韩国
表明其积极的对话意愿， 朝美也在
表现出积极对话意愿的同时准备领
导人会谈。他认为，韩朝和朝美首脑
会晤在大框架层面达成无核化、以
无核化换和平机制和经济援助等原
则性协议并不是非常困难。 但他也
表示， 现在断言与朝方对话将取得
成功还为时过早。

双方积极筹备
聚焦三个议题

� � � � 4月27日， 韩朝将在板门店韩方
一侧的“和平之家” 举行双方第三
次首脑会晤。 这是4月18日拍摄的板
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记者20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
了解到，根据日前多部门联合
发布的《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
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
火车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的意见》，5月1日起特定严重
失信人将限制乘坐火车。铁路
总公司将于近日出台与意见
配套的实施办法。

意见明确限制乘坐火车

范围包括两类：一是严重影响
铁路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有
关的行为责任人被公安机关
处罚或铁路站车单位认定的，
行为责任人限制乘坐火车。二
是其他领域的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有关责任人，行为责任人
限制乘坐火车高级别席位，包
括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列
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
一等座以上座位。

特定严重失信人
将限制乘坐火车

5月1日起

� � � � 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坐
落在为追念廖仲恺先生而创
办的“仲恺农工学校”院内，该
学校已从中专学校发展为本
科高校———仲恺农业工程学
院。馆内收藏了中国民主革命
先驱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及其
儿女廖承志和廖梦醒一家两
代人为中华民族复兴前仆后
继的珍贵史料。

廖仲恺（1877-1925），原
名恩煦，号夷白，字仲恺，广东
省惠阳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
命家、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

1903年，廖仲恺与夫人何
香凝东渡日本留学， 寻求救国
救民的道路。1905年， 廖仲恺
夫妇协助孙中山建立了中国同
盟会， 廖仲恺担任同盟会总部
的副会计长和外务部副部长。

1922年8月， 孙中山先后
会见了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和
苏俄使节越飞的代表， 决心联
俄联共， 接受改组国民党的建
议。 廖仲恺两次奉命前往日本
与越飞会谈， 在国民党改组进
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3年2月， 在孙中山返
回广州复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
元帅后， 廖仲恺先后担任大本
营财政部长和广东省省长等要
职， 全力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
党改组工作。

1924年1月， 中国国民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
召开。会后，廖仲恺任中央执行
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党部
工人部部长和农民部部长，2
月又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
委员会代理委员长。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
后，廖仲恺坚定维护“联俄、联
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
维护国共团结和国民党的革命

方向， 成为孙中山逝世后国民
党左派的核心和旗帜。

1925年8月20日， 廖仲恺
在前往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
会议途中， 被国民党右派豢养
的暴徒刺杀于中央党部楼前。

在廖仲恺的革命生涯中，
何香凝始终给予其坚定的支
持。廖仲恺遇害后，何香凝强忍
悲痛继承丈夫未竟的事业，为
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而继续奋
斗。在父母的教育和熏陶下，廖
承志和廖梦醒在青年时代就投
身革命。廖承志参加过长征，经
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廖
梦醒从抗战时期起担任宋庆龄
的秘书， 长期战斗在特殊战线
上。

今天，当我们回溯历史，依
然会被这一门忠烈前仆后继、
向死而生的爱国情怀和事迹所
打动。2017年， 仲恺农业工程
学院在90周年校庆时，将何香
凝当年的办学思想和理念“注
重实践，扶助农工”确定为新校
训，教育师生继承廖仲恺、何香
凝为民族复兴奋斗不息的革命
精神，务实笃行，服务社会，情
系农工，立志报国，为贯彻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而奋斗。

（据新华社广州4月20日电）

廖仲恺：
一门忠烈扶助农工

廖仲恺像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44 7 3 6 8 6 2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1659252.89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03 7 9 6
排列 5 18103 7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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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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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售令”仅针对
企业“不合规”经营？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以中兴通讯未对涉及历史出口管制违规
行为的某些员工及时扣减奖金和发出惩
戒信等为由， 做出了激活对中兴通讯和
中兴康讯公司拒绝令的决定。

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20日首次表
态：“美方将细微的问题无限扩大化，对
企业造成极大影响。 我们将通过一切法
律允许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此次‘禁售令’是中兴与美国漫长商业
纠葛中的一环。企业应吸取教训，在海外经营
一定要守法合规。但也要看到，中兴事件本质
上是科技之战，应警惕美国将经济冲突政治
化。”经济学家张连起认为。

“美方这一行为表面针对中国，但最
终伤害的是美国自身， 不仅会使其丧失
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还会影响与中兴
公司开展广泛合作的数百家美国企业，
动摇国际社会对美国贸易和投资环境的
信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说。

“希望美方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商务部
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
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高峰表示。

中国芯片产业发展差距
真有那么大？

业内人士指出，中兴“禁售令”一方
面透露出美国对中国迈向高端制造的焦
虑， 另一方面也警示我们正视自身存在
的短板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差距。

芯片被喻为信息时代的“发动机”，
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综合体现。

“中兴事件既不等同于整个中国制造业
发展水平， 但也不是中国制造中的个案。”张
连起说，中国的“缺芯”困境一定程度代表了

中国制造的现状：够大而不够强。
从大到强， 关键看在技术密集型行

业和产业链高附加值阶段是否发生了进
口替代，是否迈向了产业链中高端，是否
掌握关键技术并能迭代创新。

中科院微电子所所长叶甜春坦言：“我
们在芯片设计、制造等方面确实存在短板，
特别是制造环节相对较弱，部分核心技术、
关键设备没完全掌握， 但这些技术我们都
有布局，而且与国外差距不断缩小。”

近年来，我国一批集成电路制造关键装
备已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技术水平全面
提升。以中兴通讯为例，其国际专利申请量在
全球企业中连续八年排名前三，公司各主要
产品中大量使用自主研发专用芯片。“只有强
大了，对方才会把你当对手。‘禁售令’一定程
度上反映美国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警
惕和担心。”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张平表示。

未来中国
如何破解“缺芯”之痛？

未来中国能否破解“缺芯”之痛？专家
指出，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夜郎自大、
掉以轻心。要坚定自主化发展决心、保持战
略定力，在不断创新同时加大开放合作，实
现芯片等多领域迈向产业发展高端。

在叶甜春看来， 中兴事件给中国敲
响了一记警钟。现在必须统一思想，摒弃

“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做法，痛下决
心、 坚持不懈把关键技术设备掌握在自
己手上，否则会持续受制于人。

“中国有自己的显著优势，比如正在
大力实施‘中国制造2025’，拥有庞大的
市场等。 中国在半导体等领域发展速度
极快， 未来10年到20年， 将有望补齐短
板，进入第一梯队。”张平对此信心十足。

得益于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
优势、资金优势和市场优势，一些芯片制
造、设计公司正逐渐转向中国，半导体行
业高端人才也不断向中国汇聚。

“这些无疑都成为行业发展的加速器。”
一位半导体行业资深人士感慨地说， 过去

“缺芯少屏”中的显示屏，经过十几年发展已
从完全依赖进口到规模世界第一、引领全球
技术演进，芯的问题也一定能破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
部长赵昌文表示：“不管遇到什么干扰， 我们
都要保持战略定力，按照预先设定的目标和
节奏，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作为
一个坚持市场主导、开放包容的战略规划，也
欢迎国外企业参与其中，实现合作共赢。”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做强“中国制造” 破解“缺芯”之痛
———聚焦中兴“禁售令”三大热点

� � � � 针对美国向中兴通讯发
出出口权限禁止令，中兴通讯
公司20日发布声明称，美国商
务部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
前，执意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
制裁， 对中兴通讯极不公平，
中兴不能接受。

美方“禁售令”是否仅针对
一家企业的“不合规”经营？中国
芯片产业发展差距到底有多
大？未来如何破解“缺芯”之痛？

全球热点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
电 中国市场主体目前达到
1.0024亿户， 标志着中国市
场主体迈入“亿户时代”。权
威部门指出，这一数量位居
全球首位，中国正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创业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统计分析，亿户市场主体中，
个体工商户占比近七成，显
示了中国万众创业的市场
活力；企业占三成；另外还有
占2%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中国独立的市场主体是
从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市场主
体从不足50万户到1亿户、增长
了200多倍， 其发展历程充分

显示了改革开放的威力和市场
经济的活力。

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允
许个体工商户经营，1980年颁
发了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1988年颁布的私营企业暂
行条例允许申请开办私营企
业，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允许
创办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
公司。 改革开放以后建立了外
资企业立法体系， 催生了各类
外资企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市场主体在原来快速增长的
基础上加倍提速。从2012年的
1300多万户到2017年突破
9000万户，5年间增长70%。目
前仍保持“井喷式”快速增长，
每天增长约5万户。

中国市场主体
迈入“亿户时代”

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创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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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杯：

中国女足获季军

� � � � 4月20日， 在约旦首都安曼进行的
2018女足亚洲杯季军争夺战中，中国队
以3比1战胜泰国队，获得季军。图为中
国队球员李影（前）在比赛中拼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