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针对欧盟25日通过英
国“脱欧”协议草案，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6日说，中
方希望英欧双方最终就“脱欧”问题达成共识。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耿爽说，中方高度关注英
国“脱欧”问题，注意到欧盟上周日召开了英国“脱欧”
问题特别峰会，批准通过英“脱欧”协议和未来英欧关
系政治宣言。 欧盟和英国都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
繁荣、稳定、开放的欧洲和英国符合各方利益。中方希
望英欧双方最终就“脱欧”问题达成共识。

耿爽说，中方推动中欧、中英关系并行发展的
既定政策不会改变，愿同欧方、英方一道，为世界和
平、稳定、繁荣作出新贡献。

外交部：

希望英欧就“脱欧”问题
达成共识

2018韶山红色国际
半程马拉松赛鸣枪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刘
湘利 文丽) 韶旅集团·2018韶山红色国际半程马拉松
赛25日上午鸣枪，吸引来自北京、广东等27个省、市、自
治区以及俄罗斯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

本次比赛分为半程马拉松和迷你马拉松两个项目。随
着发令枪声响起，运动员们奋力开跑。他们依次经过毛泽东
同志纪念园、滴水洞景区、毛泽东同志故居、毛泽东广场等
景点，在韶山这片红色土地上展开一场勇气与毅力的较量。

经过激烈角逐， 中国选手林鑫、 乌干达选手Gwido�
Okadapawo、中国选手肖坤安分获半程马拉松项目男子
组前三名，中国选手赵娜、甄燕南、沈青青则将半程马拉
松项目女子组金、银、铜牌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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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0年，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古老的中
国却经历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开辟了新行
业，造就了新生活，带来了新理念。人民在大
潮中追逐梦想，国家在改革中阔步前行。

从无到有
新兴行业风起云涌

今年9月底， 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最
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下线。 这一直径
15.8米、足有5层楼高的巨型隧道掘进设备
由中铁工程装备集团、 中铁隧道局集团等
单位联合研制，将用于深圳市市政工程。

“它的成功下线，标志着中国盾构的设
计制造迈向高端化。”中铁装备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谭顺辉说。

40年前，1978年我国开始修建第一条
长大双线铁路电气化隧道时， 当时完全凭
借钢钎、大锤、炸药，用人力一点点凿出来，
14公里多的隧道花了约10年。

直到1997年，我国在修建西康铁路隧
道时， 当时年轻的谭顺辉才有生以来第一
次见到盾构机， 这是个从德国维尔特公司
采购来的上千吨的“大家伙”。

但此后发展之快， 连谭顺辉本人也没
想到。2008年， 我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盾构机成功下线；2013年， 当年的

“老大哥” 德国维尔特公司被中铁装备收
购。现在，中铁装备生产的盾构机不仅在国
内占有率第一，还销往9个国家和地区。

从无到有，从0到1……盾构行业的发展，
只是改革开放40年大潮中跃起的一片浪花。

近年来，高铁、互联网、云计算、新材
料、 机器人、 节能环保等新兴行业风起云
涌， 并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趋势愈加明
显，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带给人们

更加便利的生活。

追逐梦想
改革大势造“英雄”

40年，行业从无到有，个人的人生也不断
“升级”。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来自广东省
罗定市华石镇的莫志禄就是其中一位。

2002年， 莫志禄第一次从国外朋友口中
了解到节电环保产业，并被深深吸引。一年后，
他“下海”创建了北京禄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之初， 只是给国外一家制造
节电产品的公司做代理业务， 并无自主核
心技术产品。而且当时很多企业并没有“节
电环保”的概念，即使是免费为其提供节电
设备，也没有几家企业买账。

经过反复思考， 莫志禄决定投入技术
研发，在技术上占得优势。为此，他们与清
华大学合作， 在节电节能环保领域搭建大
型科研平台，共同研制和开发节电产品。

随着新产品的陆续成功， 加上此后市
场的需求和政策推动， 国内节能环保行业
的广阔前景逐渐显现， 公司的市场认可度
不断提升。2016年初，禄智科技在国内“新
三板”成功挂牌上市。

“实现人生的梦想，离不开社会发展的
大背景。改革开放40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人们理念的不断更新，千千万万像我
这样的人正在实现自己的梦想。”莫志禄说。

个人发展是时代变迁的最直接体现。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 改革开
放40年来，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2017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
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实际增长18倍； 城镇居民人均交
通通信支出年均增长18%；城镇居民人均教
育文化娱乐支出年均增长13.1%……

中外交流
与世界共同发展

在北京建国门的一栋写字楼里， 来自
东北的陈先生在通过远程视频和美国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医生进行交流， 陈先生
正计划去该医疗机构医治疾病。

“现在每年有数千名中国患者去美日
欧等地接受高质量的多学科诊疗， 也有许
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和医生来中国交流学
习。”负责安排陈先生美国之行的跨境医疗
服务机构盛诺一家董事长蔡强说。

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出国旅游
相继成为人们的消费热点。 而随着人们对
医疗资源和医疗质量需求的不断提高，跨
境医疗成为新兴的热词。

2011年可以说是中国跨境医疗行业起
步的元年。 蔡强还记得， 最初时一年只有
两个患者。 在摸索着前进的同时， 他们与
美国的合作伙伴从远程会诊、 出国看病的
流程、 相关医院和医生的优势研究等各个
细节入手， 一步步将这家公司发展壮大。

如今， 医疗行业已成为中外合作的热
门。梅奥诊所、癌研有明医院、英国皇家布
朗普顿医院等来自美日欧的医疗机构都在
加快布局，或与中国机构合作，或自己在中
国建立医院， 为中国患者提供更便捷的服
务。而在美国，像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丹
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等机构也引入了中国古
老的针灸疗法，为癌症患者提供辅助治疗。

“走出去、请进来”，跨境医疗行业的兴
起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缩影。 统计显示，40
年来我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张。2017年，服
务进出口总额6957亿美元，比1982年增长
147倍。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逐梦40年
———改革开放的家国变迁

责任编辑 肖丽娟 谢卓芳 周倜 2018年11月27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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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岁的骆宗诗，再次让所有人看
到了中国跆拳道后起之秀的力量！

11月25日， 世界跆拳道团体锦
标赛在阿联酋落幕，郑姝音、闻人云
涛、周俐君、张梦宇、骆宗诗组成的
中国队不畏强手， 实现世锦赛该项
目的“四连冠”。

高手云集的世锦赛赛场， 对于
中国队其他4名选手而言并不陌生，
尤其是新科奥运冠军郑姝音最为人
熟知，她已是“四朝元老”，闻人云涛
有过3次参赛经历，周俐君和张梦宇
也是第二次出征世锦赛。 唯有2017
全运会后才调入国家队的骆宗诗，
头一回来到世锦赛舞台。

骆宗诗与队友被分在A组， 同组

对手分别是科特迪瓦与韩国队。法国、
俄罗斯、摩洛哥队则分在B组。从小组
赛到半决赛，中国姑娘们顺风顺水，进
入决赛与科特迪瓦队再度会师。

团体赛决赛共设4局，首节比赛中
国队便以14比6奠定优势， 随后3局均
发挥稳定， 最终干脆利落地以77比41
击溃科特迪瓦队，勇夺“四连冠”。

首次参赛的骆宗诗如愿尝到世锦
赛冠军的滋味， 这也是湖南跆拳道运
动员夺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身在长沙的教练晏营，26日一大
早便发了条祝贺弟子夺冠的朋友圈。
作为骆宗诗的启蒙教练， 晏营看着
弟子一步步成长。“还没来得及联系
呢，前阵子我们刚在无锡见过面，诗
诗的状态越来越稳定了。”晏营的言
语里，透着几分“骄傲”。

在晏营心中， 从全运会后进入国
家队， 一系列赛事让骆宗诗得以迅速
成长。8月21日亚运会， 骆宗诗斩获女
子57公斤级金牌；10月29日世界跆拳
道大满贯系列赛秋季赛， 骆宗诗夺得
女子57公斤级冠军；11月5日世界跆拳
道公开赛罗马尼亚站， 骆宗诗再次折
桂……弟子每一个夺冠时刻， 晏营都
要在朋友圈及时“报喜”，他看着当年
的小姑娘越来越稳健，身上散发的“黑
马气息”，渐渐变成了“大将风范”，以
“大长腿”出名的年轻小将，不断“踢”
出新高度。

迅速成长为国家队主力的骆宗
诗，背负着湖南跆拳道的希望。东京奥
运会周期，晏营对弟子有了更多期待，
“训练培养人，大赛磨练人。期待诗诗
能在更多的挑战中，变得更强大。”

� � � � 11月25日，湖南选手骆宗诗与队友问鼎跆拳道团体世锦赛，实现中国队“四
连冠”，这也是湖南首个跆拳道世界冠军———

骆宗诗“踢”出新高度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 � � � 11月26日，在贡嘎雅鲁藏布江特大桥上，第一组长25米的轨排精准落下。这标志着川
藏铁路拉林段第一座跨江大桥———贡嘎雅鲁藏布江特大桥开始铺轨架梁， 拉林铁路顺利
迈出了跨越雅江的第一步。 新华社发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下期奖池：6818142501.45（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323 2 6 5
排列 5 18323 2 6 5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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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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通报表扬
130项典型经验做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为进一步激励各地
区、各部门担当作为、狠抓政策见效，推动形成改革
创新、干事创业的生动局面，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
出通报， 对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发现的130项典型
经验做法给予表扬。

此次通报表扬的典型经验做法共130项， 涉及
实地督查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

———在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方面，江苏东海县从早从严从实坚决防范化解债务
风险；河北张家口市、辽宁辽阳市、河南三门峡市、
四川大竹县、西藏曲水县探索能源扶贫、健康扶贫、
金融扶贫、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新路，全力打好
精准脱贫攻坚战；山西大同市、湖北枝江市加大生
态环境保护力度，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浙江
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造就万千“美丽乡
村”，海南东方市、陕西延安市、甘肃酒泉市牢固树
立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在深化“放管服”改革方面，上海浦东新区
全面推进“证照分离”试点；浙江衢州市打造“最多
跑一次”示范市；广东珠海市横琴新区首创远程可
视自助办税平台； 辽宁大连市探索跨部门跨层级

“双随机”联合检查；贵州贵阳市推进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湖北黄石市试点项目建设“承诺预办、先
建后验”，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

———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方面， 北京海淀区、
上海杨浦区、四川成都市立足实际开拓创新，打造

“双创” 升级版； 福建福州市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黑龙江七台河市、安徽淮北市、湖南湘潭市、广
西柳州市、 宁夏石嘴山市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在扩内需促开放方面，浙江台州市、安徽
亳州市多措并举增强民间投资活力； 云南丽江市、
甘肃临夏市、 新疆阿勒泰地区大力推进旅游消费；
上海长宁区探索“验放分离、零等待”大幅提升贸易
便利化水平；天津滨海新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江
苏苏州市、山东青岛市立足区位优势扎实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 福建三明市、海
南三亚市积极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吉林白城市
推进智慧医保建设；重庆忠县、青海海东市全面深
化公立医院改革；天津红桥区、江西上饶市、湖南长
沙市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 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
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