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126期开奖结
果：5304552，一等奖0注，二等奖5注，每注奖
金87973元，三等奖108注，每注奖金1800
元。（2033.1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293期开奖结
果：787 直选：5676（254）注，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6584（399）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0
注，每注奖金173元。（657.7万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293期开奖结
果：78710 一等奖：37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56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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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遇刺
案，官方调查早已盖棺定论，大多
数美国民众却宁可相信各种阴谋

论，认为迷雾重重。26日，超过3100份遇刺
案相关档案的预定解密期限已到，美国国家
档案馆当晚公开其中2800份，同时，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以“可能损害国家安全”为由，
选择暂不公开其余数百份档案。

档案虽然解密，美国民众对于肯尼迪
遇刺案“真相”依然好奇。

档案公开了什么？
涉及肯尼迪政府秘密行动

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在得克萨斯
州达拉斯市遇刺。官方调查宣布，凶手只
有退役海军陆战队士兵李·哈维·奥斯瓦尔
德一人。然而，很多美国人认为那只是个

“烟幕弹”。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达拉斯保
守派势力、时任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古巴
流亡人士、黑手党等相关的“阴谋论”传说
版本甚多，经久不衰。

此次获准公开的2800份档案里，主要
展现了当年联邦调查局如何殚精竭虑在全
世界范围追查哪怕飘渺的一丝线索，也，包
括密谋推翻古巴革命政府的计划。

解密档案记录了1962年9月14日一
场由总统肯尼迪和他的弟弟、时任司法部
长罗伯特·肯尼迪及一众白宫高级幕僚参加
的闭门会议。席间讨论了中情局正在考虑破
坏从加拿大运到古巴的一批飞机零件的可能
性。当时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
治·邦迪指出，这类行动需要三思而行。

不过，美国媒体没指望解密档案中会
有什么真正的“猛料”。

20世纪90年代带领一个独立调查委
员会重审刺杀相关档案的约翰·滕海姆法
官告诉美联社，未公布档案主要是调查委
员会当年“认为（与案件）不相干”而未采信
的内容。不过滕海姆也说，20年前认为不
重要的线索，现在可能会有不同解读。

历史学家们期待，解密档案多少能使
多年来甚嚣尘上的阴谋论消停点儿。但白
宫决定有所保留，让他们失望。一些学者

说，当年官方认定的凶手奥斯瓦尔德在刺
杀事件前曾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逗留了
6天，证词宣称他是为了向当地的古巴和苏
联大使馆申请签证，但具体细节不明。档
案也许能揭开这场神秘旅行的真正目的。

特朗普为何“放行”？
专家：树立公开透明形象

1992年，美国国会决定在25年内陆续
公开案件调查的机密档案。国家档案馆定
于本月26日前公开最后一批文件。这批
档案由6000多份文件组成，长达数万页，
其中3000多份从未公诸于众，其余公开过
删节版。

作为总统，特朗普有权以“损害美国情
报、军事、执法行动和对外关系”为由，拦下
这些机密档案。不过，特朗普并未阻挠档

案解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

大明认为，特朗普决定公开机密档案，并没
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只是轮到由他作选择
而已”。

刁大明认为，眼下，关于特朗普竞选团
队“通俄门”的调查，声调越来越小，而前任
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和民主党政府“通俄”
的传闻却越来越多。“这基本上抵消了特朗
普所受的冲击，因此他没必要将公布机密
档案作为‘挡箭牌’。”

刁大明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遵
照法律解密档案，树立公开透明的形象，
打消公众的猜疑。如果特朗普延迟或拒
绝公开，“反而加剧公众对特朗普政府的
不信任，他们会认为政府内部存在不可示
人的黑幕，从而加剧对‘通俄门’的猜疑”。

据新华社

肯尼迪遇刺案2800份档案解密

“真相”可能还在风中飘？

止“小病大治”，四川将在年内实现
住院费用按病种付费的病种不少于

100个；医院缴费不用再排队，医保手机
APP正在建设中；四川所有的三级医院
将被纳入异地就医结算范围……

10月27日，四川省人社厅召开的三
季度新闻发布会。记者从现场获悉，四川
老百姓将享受到一大批民生利好政策。
此外，今年前三季度的就业形势如何？公
务员招考的导向是什么？第四季度有哪
些重点？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一一进行
了解读。

关键词 病种付费
年内实现按病种付费的病种

不少于100个

给病种“定价”，四川将在年内实现住
院费用按病种付费的病种不少于100个。

什么叫按病种付费？简而言之，就是
明确规定某一种疾病该花多少钱。举个
例子，如果患者得了急性单纯性阑尾炎，
以前患者不知道会花费多少治疗费，不仅
患者不知道，医生也不知道具体费用。如
果是按病种付费，而该病若属于这次100
个按病种付费的病种，患者只要被医生确
诊是单纯性急性阑尾炎，就可以知道所需
费用。

哪些病种可以进入这次100个的名
单？主要标准是治疗措施稳定有效的病

种，通过过往医疗数据分析筛选后，组织
临床专家给予认定。

此外，截至目前，全省共有296家医
院开展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业务，省内
异地就医联网医院达515家，其中门诊特
殊疾病联网结算医院54家。“我们年底将
把所有的三级医院纳入异地就医结算的
范围，这个任务很快就会完成。”省医保局
相关人员介绍，经过今年的持续努力，目
前全省有三级医院167家，有164家已经
接入异地就医平台。

关键词排队缴费
网上缴费

建设医保手机APP

在医院缴费时，经常会遇到长长的排
队。未来，这个烦恼将得到解决，

省医保局透露，四川正在规划建设医
保移动智能服务平台，以解决老百姓在医
院排队付费、异地就医备案来回奔波等问
题。这个平台建立手机APP, 并接入到微
信、支付宝等支付平台，实现手机在线缴费
医疗费用，参保人员可不用再去缴费窗口。

实际上，该平台已经在四川泸州进行
探索和运用。据公开资料显示，“智慧泸
州医保”微信公众号，于2017年5月20日
正式上线运行。凡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的居民，通过微信公众号，可直接在线
上缴纳2018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减

少来回奔波及排队等候缴费的烦恼。
此外，对于36种国家谈判药品报销，

四川将组织人员加快工作进度，在规定的
时间节点内尽快制定实施细则。据悉，36
个药品的谈判实施，会进一步减轻重特大
疾病患者的医疗负担。

关键词就业形势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88.63%

前三季度，四川的就业情况如何？记
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据初步测算，截至今
年3季度，四川城乡就业总量达4872万
人，比上年末增加12万人，全省就业形势
呈现总体平稳向好、稳中有进的态势。

今年，四川共有大学毕业生41.72万
人。从高校毕业生看，今年四川高校毕业
生人数再创新高。截至8月31日，全省今
年应届毕业生已就业人数36.98万人，初
次就业率为88.63%，未实现就业4.74万
人，其中川籍毕业生3.49万人，比去年增
加约3千人，就业压力有增无减。

工作好找不？哪些行业需求人才量
大？数据显示，今年1-9月，全省人力资
源市场提供岗位190.68万个，进场求职者
人数175.66万人，人才需求量略大于求职
量，求人倍率1.09，供需保持平衡。其中，
1-3季度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06、1.11、
1.09,单月的岗位需求数均高于求职者人

数。其中，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
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企业向
市场提供的岗位较多，需求占比分别为
26.17%、13.84%、10.81%、8.09%。

关键词公务员招考
平均考录比31:1
“基层导向”明显

前三季度，四川公务员招考突出基层
导向。

“四川省级机关除特殊职位外，全部
招录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
员。”据省人社厅副厅长李强介绍，四川加
大从一线考录公务员力度，全省共组织省
市县乡四级联考、选调生招考、政法系统
专项招考以及面向优秀村干部、优秀工人
农民和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
招考等考试项目，计划招录13032名，参
考人数406351人，平均考录比31:1。

据悉，从2014年开始实施的面向优
秀工人农民考录乡镇公务员已形成常态，
今年继续招录优秀工人农民51名，4年来
共录用优秀工人农民388人。同时，艰苦
边远地区根据工作需要可放宽开考比例、
年龄、专业、学历等政策，持续解决招人难
问题。在全年公务员考试，1752个计划
使用艰苦边远地区政策，占艰苦边远地区
考录计划的68.9%。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a

550余家中欧机构及企业参会，“一对
一”配对洽谈场次达1000余场。10月26
日，作为历届欧洽会的特色和重点活动，中
欧企业项目配对洽谈会在成都世纪城国际
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奥
地利、丹麦、西班牙等25个欧洲国家（其中
包含21个欧盟成员国）150家机构、企业与
成都市和四川省内其他市、州400余家电子
信息、机械制造、现代农业、通用航空、生物
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及环保等领域的企业亮
相配对会，参与对接洽谈。

记者注意到，本次中欧企业项目配对洽
谈会首次启用智能交互参会模式、引导中欧
双方企业提前注册并筛选合作伙伴，有效提
升了中欧企业的沟通效率。据介绍，欧洽会
已连续举办十余届，累计参会的欧方企业达
3120余家，中方企业达5720余家，成功安排
企业配对洽谈24500多场次，达成意向性合
作协议2053项，并已发展成为欧盟成员国参
与最多、欧方企业参与最广泛、中欧交流规模
最大的投资、贸易和技术创新合作盛会之一，
是中国西部全面开展对欧合作的重要桥梁。

首次启用智能交互参会模式
中欧企业代表忙着“碰一碰”
谈项目，谋合作，促发展。早上九点，为期

一天的中欧企业项目配对洽谈会拉开序幕。
可容纳近千人的大厅里“宾朋满座”，50多张铺
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已坐得满满当当。

记者注意到，本届欧洽会的项目配对洽
谈会与以往有所不同。中外企业代表互留
联系方式时，不再只有“递名片”这一个“常
规化”动作，而是出现了“碰一碰”、“扫一扫”
等新方法。

下午2时20分，洽谈会现场35号桌，当
成都翼高九天科技有限公司与俄罗斯企业
代表的洽谈接近尾声时，双方没有像往常那
样互相留下名片，而是同时拿起挂在各自胸
前的一块卡片，相互碰了碰。“这是个电子信
息卡，我们只要互相一碰，就可以知道彼此
的企业信息和联系方式等。”该公司总设计
师助理马晓东说。

记者从欧盟项目创新中心了解到，此
次欧洽会首次启用了 one TAP Badge
（“交互式智能电子信息名牌”）。据悉，这一
电子信息名牌是目前全球国际会议中的一
种创新智能交互参会模式，它可以让参会者
通过互相轻碰所佩戴的电子信息名牌即时
获得对方信息，并可以在会议结束后自动统
计所有“碰一碰”产生的信息，方便双方后续
联络，有效免除名片信息整理繁复、工作量
大等烦恼。

除了“碰一碰”，微信“扫一扫”也是此次
大会里的常见镜头。来自希腊的一家商旅
公司总经理贡多斯·菲利普，在现场用熟练
的中文和中方企业代表畅谈。贡多斯·菲利
普告诉记者，欧洽会给中欧搭建了文化、科
技、经贸等领域的沟通桥梁，“我很开心利用
微信‘扫一扫’认识了这么多中国好友。”

成都企业和匈牙利公司
现场配对成功约定下月互访
项目配对洽谈会现场的火热气氛，从

早上一直延续到下午6点。“这是我们第一
次参加欧洽会。对我们来说，就像是打开
了一扇和世界对话的窗户。”位于成都高新
区的四川爱迪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爱迪讯公司”）是一家成立仅三年的企业，
致力于智慧医疗的技术研发。该公司执行
总裁娄辰说，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是需要
通过较长的时间和精力去发掘和培养的，
参加项目配对洽谈，则集中地把相关领域
的潜在合作方汇聚在一起，给企业提供了
相当多的合作机遇。“今天我已经接触了来
自瑞典、挪威、英国等国家的企业、研究机构
和大学洽谈代表。”

洽谈过程中，欧方企业也表达了投资成
都的兴趣。Terra Hexen是波兰一家从事
反无人机技术的企业，该公司在当天对接了
数十家成都高新区科技企业。其 CEO
Prezes Zarzqdu表示，“成都既有舒适的生
活节奏，又有很好的创新创业和市场环境，
我非常喜欢这里，我们将尽快在这里建立分
公司。”

针对此次项目配对洽谈成效，四川康
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城生
物”）副总经理王欣评价说，“这次的收获颇
丰，非常满意。”在洽谈中，康城生物与来自匈
牙利的生物技术公司已经约好了互访时间，
欧方将于下个月对康城生物进行考察访问，
并就具体合作方式、双方技术对接等问题进
行深度沟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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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68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西昌、泸州、巴中、康定、内江、
攀枝花
良：资阳、南充、宜宾、遂宁、眉山、自贡、广安、广元、
雅安、德阳、绵阳
轻度污染：达州、乐山

28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0—128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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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
早晚有零星小雨
偏北风1-3级

通告
重阳节至，种植牙多颗免费

为响应医疗惠民的号召，恰逢九九重阳
“老人节”，96111健康热线携手爱心单位特举
办“种植牙品牌联合援助”公益活动。市民可
电话报名免费口腔检查、种植牙专项援助。
今日种植牙援助现场，多颗种植牙免费送，观
看 种 植 牙 手 术 全 过 程 ，市 民 请 打 热 线
028-96111报名咨询。

重阳公益行：免费口腔检查
牙齿有问题的市民均可参与：牙齿缺失

缺损、松动，假牙不适、烤瓷牙失败、牙不齐、
蛀牙、牙痛等，均可电话报名免费口腔检查、
免费种牙援助。

报名享援助，免费送种植牙
第一，今日援助现场，多颗种植牙免费赠送；
第二，援助特价后，还可享种牙充值返现

金2000元起；
第三，免费拍片检查、口内常规检查。
另，今日援助现场，种牙送欧洲游、冰箱、

洗衣机、电视机等，到场即送精美礼品，观看
种牙手术全过程。

假牙损邻牙，种植牙寿命长
缺牙后，很多人选择活动假牙，一戴就是

10年、20年。其实，活动假牙不合适或年久
失修，不仅容易引起口腔黏膜创伤，引发溃
疡，还易引起牙龈炎、牙齿松动、牙龈溃烂等
口腔疾病。

种植牙不伤邻牙、咀嚼功能强、使用寿命
长、像真牙一样扎根口腔，种植2颗能恢复半
口缺牙，种植4颗能恢复全口缺牙，越来越受
缺牙市民青睐。

援助申请电话：028-96111

首期目标不少于100个病种
住院费用按病种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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