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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11日 第 2018067期 开奖号码
18 08 25
下期奖池 ：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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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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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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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11日

第 2018155期 开奖号码: 2 8 9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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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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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德国总理默克尔10日晚说，美
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上
的表现令她体会到“幻灭感”，欧洲
不能依靠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而要
联合自强并与中国等其他国家密
切合作。

七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魁北
克省结束后，默克尔返回德国并于
10日晚接受德国电视一台专访。默
克尔说，她对特朗普突然宣布拒绝
签署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报感到
失望。

默克尔指出， 特朗普的决定并
不意味着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终
结，“但我们不能轻易地依靠这一伙
伴关系”， 本次七国集团峰会说明，
如果没有共同的外交政策， 欧洲将
被“碾压”。

默克尔还说， 她无意放弃七国
集团框架，“但德国同时必须与俄罗
斯寻求对话，并与日本、加拿大、印
度和中国紧密合作”。

■据新华社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推进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企业群众办
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的部
署，为广泛听取群众和企业意见，充
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切实解决企
业和群众在政务服务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6月11日起，国务院办公厅
在中国政府网开通“政务服务举报
投诉平台”信箱（liuyan.www.gov.
cn/zwfwjbts/）， 统一接受社会各
界对涉企乱收费、涉企政策不落实、
未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群众
和企业办事不便利， 以及其他政务
服务不到位等问题的投诉。

■据新华社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军委办
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军
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的
指导意见》，为军地各级深入
推进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
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合同协议已到期的
应予终止

《指导意见》强调，要准
确把握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
务重大战略决策意图， 按照
军队不经营、资产不流失、融
合要严格、 收支两条线的标
准， 坚持坚决全面、 积极稳
妥、军民融合，按计划分步骤
稳妥推进， 到2018年年底前
全面停止军队一切有偿服务
活动， 为永葆我军性质宗旨
和本色、 提高部队战斗力创
造有利条件。 坚决停止一切
以营利为目的、偏离部队主责
主业、单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
项目。 开展有偿服务的项目，
合同协议已到期的应予终止，
不得续签， 全部收回军队资
产；合同协议未到期的，通过
协商或司法程序能够终止的
项目， 应提前解除合同协议，
确需补偿的， 按照国家法律
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有潜在军事利用价值
的项目可委托管理

《指导意见》明确，对复
杂敏感项目，区分不同情况，
主要采取委托管理、 资产置
换、 保障社会化等方式进行
处理， 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政
策上给予支持。 对已融入驻
地城市发展规划， 直接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稳定，
合同协议期限较长、 承租户
投资大， 有潜在军事利用价

值，确实难以关停收回的项目，
可以实行委托管理。 对独立坐
落或者能够与在用营区相对分
离，军事利用价值不高，已经形
成事实转让的项目， 由中央军
委审批确定后， 可以采取置换
等方式处理。对部队营区内引进
社会力量服务官兵工作、生活的
房地产租赁项目，纳入保障社会
化范围，规范准入条件、运行方
式、优惠措施、经费管理等，更好
地服务部队、惠及官兵。

一些项目可纳入
军民融合发展体系

《指导意见》明确，军队全
面停止有偿服务后， 将国家赋
予任务、军队有能力完成的，军
队特有或优势明显、 国家建设
确有需要的， 以及军队引进社
会力量服务官兵的项目， 纳入
军民融合发展体系。 对需纳入
军民融合发展体系的行业项
目， 由军地有关部门研究提出
有关标准条件、准入程序、审批
权限、运行管理等政策办法，实
行规范管理， 严格落实收支两
条线政策规定。 对军队全面停
止有偿服务后空余房地产、农
副业生产用地、 大型招待接待
资产， 全部由中央军委集中管
理、统筹调控。

《指导意见》强调，军队全
面停止有偿服务是军队、 中央
和国家机关、 地方党委和政府
的共同责任。 各有关方面要高
度重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统筹，党
委领导同志要敢于担当、 勇于
负责， 对复杂敏感项目要亲自
上手、一抓到底。要严肃工作纪
律，适时开展专项巡视和审计，
查处违纪违法问题。 要以严实
作风推动工作高标准落实，确
保如期圆满完成军队全面停止
有偿服务任务。 ■据新华社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贯彻实
施工作会议6月11日在京召
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
批示。批示指出：建立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
剂制度， 对于增强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可持续性、 均衡地
区间养老保险基金负担、促
进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养
老保险权益公平共享具有重
要意义。各地区、各部门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
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统一思想认识， 坚持从全局
出发，加强统筹协调，切实做
好中央调剂基金筹集、拨付、
管理等工作， 健全考核奖惩

机制，确保中央调剂制度顺利
平稳实施。各地区要切实履行
基本养老金发放的主体责任，
进一步加强收支管理，加快完
善省级统筹制度，通过盘活存
量资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等
充实社保基金，确保基本养老
金按时足额发放，有效防范和
化解支付风险。有关部门要与
各方面密切配合， 形成合力，
不断完善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努力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的养老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会议并讲
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胡春华主持。

■据新华社

李克强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贯彻实施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中办、国办、军办印发《意见》：

年底前全面停止军队
一切有偿服务活动

国务院办公厅开通“政务
服务举报投诉平台”信箱

默克尔：欧洲要联合自强
并与中国等国密切合作

6月11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右）在新加坡总统府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 新华社 图

美国和朝鲜领导人定
于12日在新加坡会晤。朝鲜
媒体11日首次提及会晤议
题：改善朝美关系、建立朝
鲜半岛和平机制、实现半岛
无核化。

会晤前一天，美国前驻
韩国大使金成和朝鲜外务
省副相崔善姬在新加坡再
次磋商，试图在最后一刻缩
小分歧。

朝鲜中央通讯社 11日
一早连发三篇消息， 详细报
道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0日
为参加朝美领导人会晤离开
首都平壤、 抵达新加坡和会
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朝鲜
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头
两版刊登相关报道，配上16
张照片。

报道提到， 金正恩与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在
12日上午举行“历史性首次
会晤和会谈”。

朝鲜媒体通常在金正恩
视察、访问、会见等活动结束
后播发报道， 提前报道活动
行程、尤其是到国外访问，非
常罕见。美联社说，朝媒报道
速度之快， 可以视为朝方表
露对新加坡会晤将进展顺利
的信心。

朝方代表团下榻瑞吉酒
店， 距离特朗普一行所住香
格里拉酒店大约5分钟车程。

特朗普11日会晤新加坡
总理李显龙。韩国媒体报道，
金正恩当天没有外出安排，
可能在酒店专心“备战”。

■据新华社

美朝会晤倒计时 最后一刻再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