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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5 .6%
国家统计局29日

发布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
告。报告显示，新中国
成立70年来，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保持了持续
快速增长，年均增长
15 .6%。

报告显示，新中国
成立70年来，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保持快速增
长，投资规模不断扩
大，投资结构逐步优
化，投资质量持续提
高，对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发挥了关键作用。

基础设施和基础产
业投资迅速扩大。报告
显示，1996年至2018
年，全国交通运输业投
资年均增长16 . 7%，全
国形成了以铁路为骨
干，公路、水运、航空
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
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同
时，信息产业投资效果

突出。截至 2 0 1 8年
末，全国接入网络基本
实现光纤化，光缆线路
总长度稳居世界第一，
全国光网城市全面建
成，移动通信网络覆盖
水平在全球领先。

报告还显示，住房
和房地产投资快速增
长。 1 9 8 7年至 20 1 8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累计完成99万亿元，
年均增长24 .8%。2018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
业数量达97938个，比
1987年增加95432个；
房 屋 施 工 面 积 达
822300万平方米，比
1997年增长17 . 3倍。
此外，住房保障工程大
力推进。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保障性住房建
设驶入快车道，2014
年至2018年，全国城
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共开
工2912万套。

据新华社

竞彩周二强档：

巴塞尔、埃因霍温鹿死谁手？

无锡鸿山彩民“8+1”复式票

幸运抽中汽车

国务院国资委29日发
布的消息显示，经国务院国
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上海、深圳
“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
试验”和沈阳国资国企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专项工
作（“综改试验”）已正式
启动。

作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
企改革的新举措，开展“综
改试验”对于鼓励基层创
新、全面推动国资国企改革
“1+N”政策在试验区落实
落地，增强国资国企改革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以点带面推动全国国资国企
改革具有积极意义。到
2022年，“综改试验区”
要努力打造成为党的领导坚
强有力、国资监管科学高
效、国企活力充分激发、创
新驱动不断增强、全面落实
国家战略的国资国企改革高
地。

据了解，上海“综改试
验”突出完善国资管理体
制、开展国有资本授权经营
体制改革、激发员工内生动
力等着力点，重点推进深化
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
管，扩大员工持股试点范
围，探索科技成果分享机
制，拓宽外部董事来源渠道

等领域改革，推动形成国资
国企综合改革合力。

深圳“综改试验”以提
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企
活力为中心，以建立符合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经
营机制为重点，着力推进
“一类一策”优化国资监
管，探索运用限制性股票、
超额利润分享、中长期业绩
奖金等多种方式建立长效激
励约束机制，创新管理层和
核心骨干持股改革，健全企
业科技创新投入视同利润考
核机制。

沈阳专项改革围绕落实
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
基地的目标要求，积极稳妥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
步提升国有经济活力、控制
力和抗风险能力，坚持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全面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充分激发东
北老工业基地的活力。

“综改试验”期间，将
允许驻三地的中央企业及其
他地区国有企业根据综合改
革需要，参照执行有关政
策，真正实现顶层设计和基
层创新的良性互动，最大限
度发挥改革合力，推动国资
国企改革取得实效。

据新华社

国资国企
“综改试验”启动
沪深沈三地率先发力

周二 005 巴塞尔VS 埃因霍温
比赛时间： 2019-07-31 02：00

这是本轮资格赛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场对决，
上周中的首回合比赛已经一波三折，埃因霍温边
锋布鲁马首开纪录，但随后巴塞尔前锋阿耶蒂和
新援后卫阿尔德雷特破门完成反超，埃因霍温则
在第89和93分钟由前锋拉默斯和马伦连入两球
完成逆转。回到上周末联赛，巴塞尔主场爆冷输
给圣加仑，遭遇连败，前锋阿德米破门。埃因霍
温则在上周末的荷兰超级杯中0比2输给了阿贾
克斯，他们在首发中也进行了部分轮换，上周中
替补的拉默斯进入首发，而马伦则是替补出场，
新赛季谁会成为离队的头号射手吕克·德容的首
选替代者还是未知数。

周二 006 奥林匹亚科斯VS 比尔森
比赛时间： 2019-07-31 02：30

双方的首回合比赛基本旗鼓相当，控球率都
是50%，相比之下，主场作战的比尔森在制造射门

机会上要比奥林匹亚科斯强上一些。希腊超级
联赛到8月底才会开打，奥林匹亚科斯近期的所
有备战都是针对欧冠，上周末他们没有安排比
赛任务。比尔森则在上周末的捷克甲级联赛中
主场 3 比 2 险胜卡维纳，新赛季前 3 轮保持
全胜，前锋克尔门奇克梅开二度，今年一月冬
季转会期加盟的土耳其后卫布拉贝茨也打入个
人代表球队的处子球；后防老将阿夫拉姆·帕
帕多普洛斯在首回合的比赛中早早受伤提前离
场并缺席周末联赛，次回合是否能复出还是未
知数。 旺彩

7月19日下午，无锡福彩开展7月份“双
色球3D”首轮汽车抽奖，一等奖花落鸿山镇
鸿运苑89号32020365福彩投注站。中奖的是
一张双色球彩票，彩票期号：2019076，流水
号：154。中奖名单公布2天后，汽车中奖彩
民向市福彩中心打来预约兑奖电话，24日上
午十点，福彩工作人员来到这家投注站为他送
去了汽车大奖。

中奖彩民姓李，四十多岁，在无锡工作的
安徽人。李先生是一位老彩民，购彩多年，平
时喜欢福彩双色球玩法，期间也中过不少几
十、几百的小奖，投注时以守号为主，就在上
个月他还守中了一注双色球四等奖，李先生
说：“平时投注金额不多，都是为了娱乐，中
奖了心情高兴，不中奖就当做公益了”。

说起这次中奖，李先生连声感谢这家投注
站的销售员。他说，“多亏销售员通知我中奖
的消息，不然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中了汽车
呢。”中奖信息公布后，销售员查了流水号和

监控锁定了中奖人李先生，并第一时间将喜讯
告知他，当时李先生正在外面出差，但不巧的
是，出差开的是老婆的车，而所有购买的彩票
都在自己的车里放着。没有看到中奖彩票，没
有确认自己中了汽车，李先生安排好外地的工
作，立刻赶回无锡。“在车里翻到那张中奖彩
票，我的心才定下来，这也是为什么拖了好几天
才来兑奖！”这是一张双色球“8+1”复式票，已经
守了一年多了。当问及奖金使用时，李先生开心
地说道：“现在正是暑假，打算带儿子出去旅游，
再留一部分当做以后的购彩基金。”

“双色球3D携手抽汽车”活动火热进行
中，凡在无锡全市购买福彩“双色球”或
“3D”彩票单张金额满20元，可参与“幸运奖”抽
奖；如扫描以下二维码登记彩票信息，可参与一
等奖抽奖，一等奖为价值10万元大众宝来汽车一
辆或等值现金。抽奖还有一次，将在8月2日进行。
请彩民朋友们抓紧时间登记彩票信息，并妥善保
管好登记过的彩票。 江苏福彩

2019年7月21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
进行第 2019084 期开奖，当期开出红球号码
为 04 08 14 18 20 27 ，蓝球号码为 03 。
当期全国共开出一等奖 15 注，花落五地，内
蒙古 1 注，浙江 1 注，安徽 1 注，山东 11
注，河南 1 注，单注奖金额 597 万元。

据悉，河南省这注双色球大奖出自驻马店
市上蔡县41780532号投注站，投注方式为复式
9+1，投注金额168元，中奖金额604万元。

7月24日上午，双色球20119084期大奖得
主杨先生（化名）现身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兑奖大厅。“收获双色球大奖，真的是太开心了，
太幸运了！”杨先生开心地对工作人员说道。据了
解，这位来自驻马店的大奖得主杨先生是福利彩
票的忠实彩民，一直都有购彩的习惯。“这次收获
双色球大奖，其实也没有刻意的去守号或者研究
号码走势图，完全是凭借自己多年的购彩经验挑
选的号码，觉得就是这几个号码，就买了。”杨先
生向工作人员谈及此次中大奖的经历，掩饰不住
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问及收获大奖后有什么打
算，杨先生表示一方面要贴补家用，另一方面当
然是要打拼自己的事业。 河南福彩网

驻马店彩民小复式喜获

双色球604万元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