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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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81 5 4 1 8 8 6 4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4094137.4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89 2 6 9
排列 5 18189 2 6 9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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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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因为预计美国将与几乎其他所有
国家发生长期贸易战， 全球股市跌入恐
慌”“美国政府的贸易行动和已经公布的
意图，预示未来更广泛的混乱 ”。随着美
国对世界开火的劲头越来越足， 恐慌情
绪在全球市场四处弥漫。

白宫以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径制造
“恐怖陷阱”， 肆意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价
值链， 这丝毫不意味着美国有独霸天下
的实力， 更不是什么值得窃喜甚至炫耀
的事情。人们注意到，美国国内的焦虑情
绪在不断滋长。《华盛顿邮报》 等有影响
力的媒体进行的民调显示，高达73%的受
访者担心贸易战伤及自身。

产业转移和技术外溢是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是发达国家利益实现
的重要途径。 这不仅延长了技术领先的跨
国公司依靠相对落后或者标准化了的技术

来赚取利润的时间， 也为这些公司新技术
的研发应用腾出空间， 间接分担了研发成
本。 在当前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体
系中， 技术外溢的最大受益者是以美国为
代表的发达国家。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强制
要求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给中国企业， 即使
有技术转移的情况， 也是合资企业之间正
常、平等的商业契约行为，中国企业为此付
出了相应的对价。2017年中国对外支付的
知识产权使用费高达286亿美元，美国继续
保持最大的支付对象地位。美国政府以“强
制技术转让” 为由威胁对中国采取相应制
裁和限制措施不仅站不住脚， 而且具有十
分恶劣的示范效应。 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
正常国际贸易投资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
是一项基本的发展权利。

美国单方面把国内法延伸到国际事
务中，动辄制裁别国，并要求其他国家的
企业也必须服从美国国内法，使正常开展
国际贸易和投资业务的各国企业暴露在

巨大风险中， 随时可能遭受美国制裁。事
实一再证明，美国判定一家企业是否违法
以及实施何种制裁的标准往往夹带政治
目的，毫无合理性、客观性、公正性可言。
美国滥用长臂管辖搅乱了国际经贸秩序，
对各国企业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基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投资
布局，是企业的正常经营行为，也是市场
经济的基本规律。然而，本届美国政府不
惜滥用“卖国者”标签，以“威胁加税 ”等
方式反复施压，要求跨国企业回流美国。
这种对跨国公司的恐吓与胁迫， 粗暴干
预了企业的正常商业决策， 扭曲和破坏
着全球市场经济。

世界经济已经形成紧密联系、 深度
交融的分工格局，各国发挥比较优势、相
互合作， 构成高效运转的全球产业链和
价值链。 美国违反世贸规则对贸易伙伴
加征关税， 实际是对全球产业链上所有
国家的企业征税， 也包括在贸易伙伴国

开展经营活动的美资企业。 关税和非关
税贸易壁垒的增加将减缓新技术的扩
散，导致全球生产率和投资下降。全球产
业链和价值链如同世界经济的经脉 ，一
旦发生混乱甚至断裂， 世界经济无疑会
元气大伤，恢复进程将十分缓慢。

白宫通过打压正常技术外溢、 滥用
长臂管辖、 对跨国公司进行政治勒索等
行径制造的“恐怖陷阱 ”，严重冲击全球
产业链和价值链， 给世界经济复苏前景
蒙上浓厚阴影。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
白宫掀起的这股反全球化逆流危害性的
认识在不断加深。 击退美国贸易霸凌主
义、打赢当前这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
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强权与规则之战，
是对世界各国企业和人民共同利益的维
护， 也是对加快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
际经贸秩序的有力推动。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载7月15日
《人民日报》）

“恐怖陷阱”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 � � � 王青士，1907年出生于辽
宁沈阳，祖籍安徽霍邱。1923年
进入北京俄文法政大学读书，
结识了当时在法政大学任教的
瞿秋白，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1924年，王青士加入改组
后的国民党， 他的革命活动引
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 受到反
动军警侦缉队的监视， 在北京
无法继续居留， 于1926年下半
年回到家乡安徽霍邱暂避，并
在当地传播马克思主义。1927
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霍邱
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他
还发动农民群众， 建立农民协会， 并参与组织和领导了
1928年7月的霍邱七二七暴动。

暴动失利后， 王青士遭到反动当局通缉， 再次回到北
京。先后任北平团市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1931年1月，王青士代表山东党组织，到上海参加党的
六届四中全会。1月17日，由于叛徒告密，王青士与何孟雄、
林育南、李求实等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一起，被国民党淞沪警
备司令部逮捕。2月7日，王青士与其他23位共产党员和革命
者一起，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
反动派！”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时年24岁。

（据新华社沈阳7月15日电）

王青士：革命一定会成功

王青士像。 新华社发

泰通报游船翻沉
事故理赔事宜
新华社泰国普吉7月15日电 （记者

杨舟） 泰国普吉府府尹诺拉帕15日通报
了泰方对普吉游船翻沉事故遇难者家属
赔偿情况进展， 称已向29名遇难者家属
发放了保险理赔金和救助赔偿金。

诺拉帕说，事故死亡人数为47人，完
成打捞遇难者遗体46具， 其中39具遗体
已在当地火化，7具已运回中国。 另据当
地海军消息， 最后一具遇难者遗体打捞
工作预计可在15日完成， 并尽快完成身
份确认工作。

特朗普
打算竞选连任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有意

参加2020年总统选举以争取连任， 因为
“每个人都希望”他那样做，而对手阵营
没有出现有能力击败他的人选。

特朗普在英国访问期间接受英国记
者采访。《星期日邮报》15日援引他的话
报道，他“完全有意”竞选连任。

记者问他是否会面临民主党劲敌的
挑战， 这名共和党籍总统回答：“我没有
看出来有谁（能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击
败我）……我认识他们所有人，他们没有
合适人选。”

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击败民
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第45任
美国总统，次年1月就职。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今年11月举
行，民主党人希望增加席位，结束共和党
人过去几年对众议院的掌控， 增加对特
朗普的制约。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 � �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王亮）今
天，湖南省体育场全民健身示范中心正式
启用，该中心坚持“体育惠民”，将有部分
时段免费或低收费向公众开放。

全民健身示范中心总建筑面积
30000平方米，室内场馆面积超过1.5万
平方米，总投资1.3亿元，包括一栋2层的
全民健身综合馆和一栋7层的全民健身
大楼。中心拥有羽毛球馆、网球馆、篮球
馆、乒乓球馆、健身房、国家攀岩室内外

训练场、足球公园、太极气功、门球、国民
体质检测、体育康复、全民健身大数据统
计中心等场馆设施，规模大、项目多、设
施全，能够充分满足儿童、青少年、中老
年等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体育健身需求。

今天是启用第一天，中心的室内篮球
场已经有一支球队在训练。市民杨先生告
诉记者，“我们球队成员住所分布在长沙
各区域，之前都在紫凤公园篮球场那边训
练，现在全民健身示范中心开放了，位置

也在市中心，大家过来都比较方便。在夏
天，这种环境好的室内场馆更受欢迎。”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介绍， 全民健身
示范中心将服从服务于建设“健康湖
南”、“体育强省”的战略目标，坚持把“体
育惠民”放在突出位置，免费和低收费向
公众开放，让体育资源“活”起来。李舜
说：“示范中心， 就要在体育惠民上为全
省各类体育场馆设施做好示范作用，让
老百姓能更方便进行体育锻炼。”

国际友好城市
青少年足球赛闭幕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王亮）

今天，2018中国（长沙）国际友好城市青
少年足球赛暨国际青少年足球夏令营闭
幕，长沙市德馨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在决
赛中3比1战胜深圳朝向大荣明星俱乐
部获得冠军。

本届赛事共有12支队伍参加， 包括
日本鹿儿岛、加拿大万锦等4支境外队伍。
比赛期间，长沙市足球协会还举办了国际
青少年足球教育交流分享会，就青少年足
球发展体系、 青少年足球发展的策略、足
球文化的创建等方面展开探讨。

省体育场全民健身示范中心启用
■室内场馆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 ■部分时段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 � �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定于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会
晤，这是特朗普上任一年半来，美俄两国
首脑首次举行正式会晤。

据两国此前公布的消息， 会晤将涉
及双边关系、中东局势、乌克兰局势和反
恐等多项议题。分析人士认为，一次会晤
难以解决两国结构性矛盾， 但双方有望
通过象征性成果对外释放缓和信号，这
将对中东、 欧洲等地区地缘格局产生后
续影响。

美俄关系：释放缓和信号
此次会晤从前期准备到最终敲定时

间较短，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顶住
国内保守派压力同普京会晤， 主要是寻
求外交突破、展现个人外交能力，为11
月份的中期选举造势。

对俄罗斯来说， 实现正式会晤是改
善俄美关系、 进而摆脱西方制裁的第一
步。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欧亚
问题专家茜瑟·康利认为，正式会晤将使
普京被视为特朗普的“平等对话者”。

美俄存在结构性矛盾， 双方缺乏互
信，双边关系存在诸多“疑难杂症”。分析
人士认为，至少从美国内部看，在对俄政
策上对立严重的国内政治氛围， 仍然是
两国关系转圜的最大障碍之一。

此外， 两国在构建国际秩序方面存
在根本分歧。 俄高等经济学院欧洲和国
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苏斯
洛夫认为，当前俄美处于系统性对抗，美
国不愿放弃全球霸权地位， 俄主张建立
多极化世界秩序， 这一根本性分歧导致
两国在叙利亚问题、 乌克兰问题上的矛
盾和对立。

但在彼此对抗的背景下， 这次美俄
首脑会晤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释放出

双方改善关系的信号。 克里姆林宫外交
政策顾问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说，会晤预
计会取得一定成果， 包括两国领导人延
期或修改现有关于战略武器的协定，进
而开启两国关系新进程。

中东问题：加强互动合作
中东局势， 尤其是伊朗和叙利亚问

题，将是特朗普与普京讨论的一个重点。
分析人士认为， 美俄在中东问题上虽各
有所需、立场存在冲突，但双方仍有望通
过会晤取得一些成果， 或将给中东地区
地缘政治格局带来新变化。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斯蒂芬·
谢斯塔诺维奇认为， 随着叙利亚战争进
入新阶段， 特朗普希望尽量减少驻叙军
队规模， 同时限制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
的作用， 并降低伊朗和以色列发生冲突
的可能。

开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努尔汗·谢赫
表示， 俄罗斯可能向美国提出减少对叙
利亚一些激进组织的支持。他预测，美俄
首脑还可能在会晤中达成某种共识，通
过减少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 换取
美国对伊朗减少制裁。

苏斯洛夫也认为， 叙利亚与伊朗问
题紧密相连，相互制约影响。特朗普可能
承诺承认巴沙尔政权的合法性， 放弃推
翻他的努力， 并表示支持俄罗斯推进的
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进程。作为回报，俄
可能同意推动伊朗减少在叙军事存在。

俄罗斯借助反恐战争重返中东，其
地区运筹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并已经成
为美国被迫接受的现实。 金字塔政治和
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赛义德·拉文迪
说，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和普京的会晤
非常重要， 普京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可
能会对特朗普产生影响。

欧洲视角：担心成为筹码
欧洲对俄罗斯心态复杂， 一方面在

能源上需要同俄合作， 另一方面又对俄
存有戒心。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不惜
损伤自身经济利益， 与美国一道对俄罗
斯实施严重制裁。 但特朗普上台以来不
时放出改善同俄关系的信号， 这让欧盟
感到警惕。

此次美俄首脑会晤前， 特朗普出席
了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 再次就军
费问题批评欧洲国家。 特朗普还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普京提出请求，他
不排除取消在波罗的海国家举行北约军
演的可能性。

特朗普这一言论更加深了欧洲国家
的不安。一些欧洲国家担心，特朗普可能
会不顾欧洲的利益，与普京达成某种“交
易”，这将破坏北约内部团结和弱化北约
在维护欧洲安全上存在的价值。

卡内基欧洲中心主任托马斯·瓦拉
塞克说， 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担心美
国会减少在欧军备部署比如减少驻军
等， 这可能促使欧洲国家继续在东欧地
区举行军事演习，从而加剧紧张局势。

此外， 鉴于欧洲各个国家在对俄关
系上立场和步调并不一致， 美俄关系新
变化还可能在欧洲内部制造新分歧。

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副教授戴维·
克里克曼斯说， 欧洲东部一些国家出于
历史原因对俄罗斯很有戒心， 另一些欧
洲国家则主张建立欧洲自身防务体系，
还有欧洲国家正在努力重启与莫斯科的
对话， 把俄罗斯视为潜在的重要经济伙
伴。他认为，欧洲必须在华盛顿和莫斯科
之间寻求“权力政治的平衡”，欧洲面临
的一大挑战在于其内部是否具有足够的
凝聚力。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美俄首脑会晤何以牵动多方神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