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日晚，中国福利
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18102期开奖。当期双色
球红球号码为02、06、11、
19、21、28，蓝球号码为05。

头奖 4 注 892 万多
元 花落4地

当期双色球头奖 4
注，单注奖金为 892 万多
元。这 4 注一等奖花落 4
地，浙江1注，福建1注，山
东1注，四川1注，共4注。

二等奖开出163注，单
注金额12万多元。其中，江
苏中出27注，排名第一；四
川中出23注，排名第二；浙
江中出12注，排名第三；陕
西、山西分别中出11注，并
列排名第四；此外，其他地
区二等奖均低于11注。当期
末等奖开出1033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
比为 3:3，三区比为 3:2:
1；奇偶比为3:3。其中，红
球开出两枚隔码 02、11；
一组同尾号 11、21；一组
奇连号 19、21；两枚斜连
号02、28；蓝球则开出05。

奖池10.85亿多元
当期全国销量为 3.4

亿多元。广东（不含深圳）
当期双色球销量为 3394
万多元，高居第一；浙江以
2796 万多元的销量位列
第二；山东以2126万多元
排名第三；江苏以1959万
多元排名第四；四川则以
1622万多元排名第五。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
金额为 10.85 亿多元，下
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2元
中得1000万元。

比 赛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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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奖4注892万 奖池10.85亿

中奖号码以中彩中心当期开奖结果为准
公益投注 量力而行！

双色球2018102期开奖号码02 06 11 19 21 28 05
3D 2018239期开奖号码 7 4 9
七乐彩2018103期开奖号码 02 08 12 16 21 25 2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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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泸定县人民医院发出生证明，

编号为：I510162635遗失作废。
黄浩然

康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营
业执照正副本，川餐证字（2015）
第513321000241号遗失作废。

康定市回头客鲜水面馆
泸定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

设局发房产证，房权证泸定县字
第LD2016100126号遗失作废。

所有权人：马冬妮 邓知泽里
新龙县国土资源局发土地

使用证，新国用（1992）第 0097
号遗失作废。

所有权人：米珠

新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513329MA62HQHW31 遗
失作废。

新龙县老格苑川菜馆
道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
孚县支行开立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577101040007949，核准
号：Z6816000017402）遗失作废。
道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甘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332
8600018805遗失作废。

甘孜县川岛洗涤服务部

（上接第一版）夯实工业产业发展基础。
工业扶贫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96
亿元，实现园区产值 11.38 亿元，新增
药 材 种 植 1.5685 万 亩 、制 配 药 剂
115.71 吨；完成招商引资项目 8 个，新
投产项目3个。

夯实生态扶贫发展基础。常年有
效管护 5309.13 万亩国有林和 1923.47
万 亩 集 体 公 益 林 ，完 成 公 益 林 建 设
7.75 万亩、森林抚育建设 8.4 万亩、新

一轮退耕还林栽植 0.78 万亩，完成道
路绿化 418.2 公里、“山植树”1.554 万
亩、防沙治沙 5 万亩、干旱半干旱生态
治理 0.25 万亩、“河变湖”湿地植被恢
复 3320 亩、划区轮牧围栏建设 30 万
亩、人工饲草地 8.72 万亩、退化草地治
理 16.33 万亩。

着力提升“底线民生”保障水平

立足住房安全有保障，完成建档立

卡 贫 困 人 口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6714 户
28101 人，建档立卡藏区新居建设 723
户、土坯房改造363户。

立足义务教育有保障，继续实施15
年免费教育和“9+3”免费中职教育，
100%资助贫困家庭学生；出台全州义
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专项行动总体方
案和七个子方案，排查未入学适龄儿童
32571 人，安置 1973 人；贫困村幼儿园
开工167所，完工27所。

立足基本医疗有保障，全面落实
“十免四补助”政策，累计门诊诊治贫困
患 者 4.44 万 人 次 ，免 收 一 般 诊 疗 费
30.52 万元、院内会诊费 1637 人次 2.93
万元，开展巡回医疗 114 次，发放免费
药品价值 44.25 万元。免费健康体检
11.49 万人，为 243 名贫困孕产妇实施
免费住院分娩政策，累计治疗包虫病患
者1.44万人。

记者 宋志勇

我州脱贫攻坚交出优异答卷

（紧接第一版）坚决做到责任过硬；增强
素质本领，坚决做到能力过硬；从严锤
炼党性，坚决做到作风过硬，不断提升
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坚决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
组织保证。

罗振华表示，中国共产党甘孜军分
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一次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一次团结鼓劲、
催人奋进的大会，是一次凝聚力量、助
推发展的大会。过去五年，是甘孜州发
展进程中极不平凡、极富挑战、极其关
键的五年，也是军分区部队建设任务最
重、广大官兵经受考验最多的五年。在
省军区党委和甘孜州委的坚强领导下，
军分区党委紧紧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团结带领广大官兵锐意进
取、真抓实干，坚定看齐追随，加紧练兵
备战，全面深化改革，从严正风肃纪，军
分区建设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

罗振华指出，今后五年是我州经济
发展的加速推进期，是实现长治久安的
巩固深化期，更是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攻坚决胜期，也是军分区积极适应
新形势、新体制、新使命，努力实现国防
动员工作重构重塑的转型期和全面推进
后备力量建设创新发展的决胜期。要围
绕大会确立的建设全面过硬一流军分区
的奋斗目标，积极适应新形势下治军强
军的根本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
会的部署要求上来，把激情和智慧凝聚
到新的目标任务上来，牢记使命、不忘初
心，砥砺前进、奋发有为，在新的起点上
把部队建设和国防动员事业推向前进。

罗振华强调，必须坚持政治建军这
个根本，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权威，坚决贯彻和维护军委主
席负责制，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
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必须坚持强军
兴军这个目标，全力聚焦完善国防动员
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国防动员平战转
换、快速动员、持续保障和综合防护能
力；必须坚持军民融合发展这个要求，
为甘孜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添砖加
瓦，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不断巩
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良好局面；
必须坚持党管武装这个基本原则，为国
防后备力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新当选的军分区党委书记陈爱皖
表示，军分区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和十
四届党委一次全会在全体代表的共同
努力下，各项议程顺利圆满，选举产生
了分区新一届党的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第一书记、书记和副书记和新一届
分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寄托了全分
区广大官兵职工的信任和期望。

陈爱皖指出，全面落实大会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以强军目标为统领，在
新的起点上开创分区部队全面建设新
局面，是我们这届党委肩负的历史重
任。一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落实新时
代党的组织路线，以更高的标准、更严
的要求、更实的举措，把各级党委班子
建设好、搞坚强，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
党的建设工作质量，切实发挥推动部队
建设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完成好新时代
使命任务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陈爱皖强调，要坚决贯彻执行习主
席决策指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强军思想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
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把党领导军
队的一整套制度贯彻到分区部队建设
各领域和完成任务全过程，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践行“三个维护”，确保政
令军令畅通，始终做到讲政治、守纪律，
听招呼、守规矩；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
式推动分区部队各项建设和工作紧跟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新部署新要求，着力
提高党委领导法治化水平，形成党委依
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
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要发挥好党
委的领导核心作用，担起抓教育、管思
想的责任，树立聚焦战斗力的鲜明导
向，维护好集体领导权威，同心同德、聚
智聚力，以部队建设发展的优异成绩回
报上级党委和广大官兵的信任和期待。

新当选的军分区党委副书记李勇表
示，军分区新一届党委是党的十九大召
开和军队调整改革后选举产生的第一届
党委，全体代表对我们寄予厚望，全区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官兵职工对我们寄予厚
望，省军区党委首长和州委州政府对我
们寄予厚望。大家一定要牢记职责使命，
不负信任重托，锐意奋发进取，不断强化
发展的自信和自觉，推动新时代分区部
队全面建设不断发展，为国防动员和后
备力量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李勇指出，把党委班子自身建设搞
坚强，对于推动部队建设科学发展、有
效履行使命任务具有决定性意义。加强

分区新一届党委班子建设，必须坚持全
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军委党的建设会议
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积
极主动适应新形势、把握新要求、谋求
新发展，努力把分区党委建设成为政治
坚定、团结统一、矢志打赢、务实清廉、
奋发有为的坚强领导集体。

李勇强调，要带头加强理论学习，
自觉坚定信念听党指挥，下大力提高马
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从源头上深化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理解，不断增强

“四个自信”，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
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要带头抓备战打
仗，不断提高应急应战能力，确保心思
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经费物资向战斗
力倾斜，不断推动战备训练、国防动员
和应急应战能力不断提升；要带头贯彻
党的制度，不断加强党委集中统一领
导，更加自觉把分区部队的一切工作都
置于党委统一领导之下，一切重要问题
都必须由党委研究决定，着力提高党委
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坚
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好人主义、自由主义
和散漫作风，始终把党员干部置于组织
的监督下。

会后，军分区党委机关、18 县（市）
人武部党委及时组织大会精神传达，为
有效推动新时代军分区部队全面发展
统一了思想、凝聚了斗志、强化了使命
担当。

晏志 邢延超

甘孜军分区第十四次党代会召开

（上接第五版）
“我很高兴能荣获该项目的

第一名。”这是昨（4）日下午，在战
胜来自乐山市代表队的欧罗洪提
选手后，魏黎俊兴奋地对记者说：

“今天的比赛我非常自信，这种自
信来自教练平时的指导。因为教
练在平时的训练中，不仅指导我
的体能和技术，而且也传授我在
大赛中如何面对手的经验。虽然
平时训练时累得腰酸背痛、精疲

力尽，但我明白只要能够坚持不
懈，就会有所回报。”

“非常感谢代表团，非常感
谢教练，给了我这次参赛机会。
能荣获一等奖，离不开他们的鼓
励和支持。”魏黎俊激动地说：

“这个第一名对我来讲，既是一
种荣誉，更是一种激励。我将继
续努力，争取在全国民族运动会
上取得佳绩。”

记者 宋志勇

昨（4）日，州民族体育馆内的
押加比赛场围满了观众，或是照
相，或是呐喊加油，热闹非凡。而
坐在角落的两名医护人员身旁放
着氧气瓶等供氧设施及绷带、纱
布等外伤急救物品，记者见到其
中一人将自己的手机递给旁边的
另一人。“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手
机递给别人呢？”记者带着好奇，
穿过拥挤地人群走近了两位医
护人员。经了解，递手机的是来
自康定市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的医生郭亚君，另外一
名则是同院护士唐群碧。

“今天的比赛是9点开始，我怕
有运动员在赛场热身时出现不适
就提前半个小时到岗。出门时把手

机忘在家里了。”郭医生哭笑不得
地向记者吐槽到，“可能是因为年
纪大了，记性也就不太好了。”记者
询问道：“那为什么不抽时间回去
将手机取回来呢？”郭医生说：“押
加比赛，运动员要头部向下使力，
最容易缺氧，我们要时刻关注他们
的状态。虽然目前还没有运动员出
现缺氧情况，但我们还是不能放松
警惕，就怕出现意外。这几天我丈
夫担任执勤任务，凌晨3点就要出
发去执勤。现在是他吃早饭的时
间，我怕他担心，于是借唐姐的手
机给他说一下情况。”虽然只是一
个小插曲，却让记者感受到医护人
员的敬业精神。

见习记者 汪青拉姆

昨（4）日上午，传统弩混合
团体赛在州青少年体育活动中
心拉开序幕。

“姐姐，这是我们要使用的传
统弩。”记者顺着声音望去，在候
场室，一个皮肤略黑的男子拿着
心爱的弩正对着记者，笑弯了眉。
这位男子是攀枝花射弩代表队的
罗一燊，今年 17 岁。等候上场，他
显得有些紧张，不断地深呼吸。

闲聊中，罗一燊告诉记者，他是
准初三学生，临近升学，学业压力比
较大，平时只能利用假期来训练。训
练时间不长，所以比较紧张。为缓解
他的紧张情绪，记者与他并肩而坐，
闲聊起他训练时的故事。

“比赛队伍入场了。”工作人
员在门口通知。罗一燊起身拿起
弩，向记者道别，并作出加油的手

势入场了。随后，记者也来到比赛
场地，准备将他赛中的精彩瞬间
记录下来。只见他将箭置于弩槽
内、弩弦拉入镶口、瞄准、扣动板
机、箭飞出，连贯动作干净利落，
一气呵成。最终，他以 203 分的成
绩获得全场最高分。

“姐姐，这是我发挥最好的一
次，谢谢你陪我聊天，让我紧张的
情绪放松下来，今天取得这样理想
的成绩，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罗一燊拿着获奖证书告诉记者。

“不得不说罗一燊就是一名逆
袭型选手，刚开始训练时，他是队里
最差的，后来经过教练指导和自己
的刻苦练习，他开始慢慢进步，到最
后就变成队里最强的种子选手。”队
友刘德彪兴高采烈地补充道。

见习记者 汪青拉姆

郭医生的意外经历

记者与选手聊天记

今 日 之 星

魏黎俊
获民族式摔跤北嘎62公斤级一等奖县

解答时代命题 展现时代担当
写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闭幕之际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

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需要国际

社会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

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展现时代

担当。”

9月3日至4日，以“合作共

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的讲话，再次向世界

昭示中非“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

展”的坚定决心，宣示中国同国际

社会一起走合作共赢道路、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

◎新华社记者

一次“非”同寻常的历史性盛会
9月3日16时许，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习近平主席迎接出席峰会的外方领

导人，同他们一一握手。一个是世界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
中的大陆——中国和非洲，远隔重洋的
两个古老文明，在初秋时节再一次握手。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
主席进一步作答：“中国愿同世界各国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全球伙
伴关系，拓展友好合作，走出一条相互
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与国交
往新路，让世界更加和平安宁，让人类
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53个与中国
建交的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代表团团长，跨越高山和大海来了，联合
国秘书长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来了。

这是跨越时空的同行——
从1955年中国和非洲国家领导人

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握手，到本世纪初
共建中非合作论坛，从 2013 年习近平
主席首次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
念，到3年前中非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中非合作论坛历经 18 年风雨后的
今天，中国已连续9年保持非洲最大贸
易 伙 伴 国 地 位 ，对 非 投 资 累 计 超 过
1000 亿美元，与非洲年进出口总额已
达1700亿美元。

从参与联合国维和、派遣援非医疗
队，到开展索马里海域护航……中国切
实履行国际责任，与非洲比肩而立，为

世界和平与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约翰内斯堡

峰会提出“十大合作计划”，开启了中非
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阶段。

今年，落实约堡峰会成果的收官之
年，世人再次打量这片大陆：公路、铁
路、港口、工厂……天堑变通途，滩涂成
良港，荒漠现生机，中国为非洲国家创
造近90万个就业岗位。

这是务实全面的谋划——
8 月 30 日到 9 月 4 日，习近平主席

已同出席峰会的30多位外方领导人举
行双边会谈会见。

从9月2日开始，部长级会议、企业
家大会、峰会开幕式、圆桌会议、共见记
者……一系列活动紧锣密鼓进行。

会议通过《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
年）》两个成果文件。

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
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从6个方面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全面诠释。

一条“非”同以往的合作共赢之路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也是时代的命题。”这是习近平主席在
峰会上提出的重大论断。

面对这一时代命题，习近平主席给
出了“中国方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愿同国际合作
伙伴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坚

定不移坚持对外开放。
正是基于此，中国一系列倡议赢得广

泛响应：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
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已有87个正式成员……

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义利相兼、以
义为先；发展为民、务实高效；开放包
容、兼收并蓄——峰会上，习近平主席
为中非“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作
出清晰概括。

这32个字，是对中非合作共赢之路
的描绘，何尝不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
涵的最新阐述！

峰会开幕式上，一次次掌声，代表
了人心所向——

“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
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
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
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
政治私利。”9月3日下午，峰会开幕式主
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明确宣布中国的

“五不”政策，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一次“非”同凡响的新出发

2日上午，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一
个简短朴素的外交仪式吸引了来自中国
和非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商务部长、高级
代表等出席——非盟驻华代表处和布基
纳法索驻华使馆开馆仪式在此举行。

至此，中非合作论坛54个非方成员
均已在华设立使馆和代表机构，中国与论
坛非方成员互设代表机构实现了全覆盖。

这是自信坚毅的新出发——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人文、和平

安全……凝聚峰会成果的《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4
日通过。

“非洲发展不可限量，非洲未来充
满希望，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广阔，中非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大有可
为！”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传达了这样
的坚定信念。

这是结伴而行的新出发——
“中国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

确义利观，同非洲各国团结一心、同舟
共济、携手前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
郑重宣示。

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
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
流、和平安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
宣布的“八大行动”，为未来3年和今后
一段时间中非合作描绘了“路线图”。

这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光辉
彼岸的新出发——

中非人口相加超过26亿，中非发展
关系到世界约三分之一人口的现代化。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
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
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
谋大同。”今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
间，习近平主席曾这样庄严宣示。

历史性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成果丰硕，成就斐然，必将成为中非关
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更会开启一个携
手前行、同心逐梦的新起点，共同谱写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圆桌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