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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显著看到比直播吧所提供比赛更齐全、多直播源更准确、无插件观看更方便!有什么国外的网站可
以收看NBA直播? - 篮球 - 知乎,2015年4月10日&nbsp;-&nbsp;国外免费的NBA直播源有哪些?大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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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版NBA直播,足球直播,CCTV5在线直播,CBA直播,英超直播,NBA在线直播,NBA视频直播,湖南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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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嘴预测骑士夺冠,他7年来次次,新华网&nbsp;&nbsp;2003年05月09日 21:44新华网北京5月9日电(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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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网站地图首页直播NBACBA 足球 下载 资讯 图库 北京时间2016年8月22日,在结束的里约奥运男篮
决赛,美国队大胜塞尔维亚队夺得金牌百度快照美国NBA电视网络将直播姚明“抗击非典”活动
,114NBA直播&nbsp;&nbsp;2016年12月20日 09:47导航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网站地图首页直播NBACBA
足球 下载 资讯 图库 勇士vs骑士圣诞大战 前瞻:詹姆斯库里上演“美国大片”巅峰对决【视频】百度
快照美国男篮宣布梦之队蓝白对抗赛阵容,114NBA直播&nbsp;&nbsp;2016年08月22日 17:37导航 设为首
页 加入收藏网站地图首页直播NBACBA 足球 下载 资讯 图库 也难怪科比在自己的推特上这样写道
,“观看美国女篮再度主宰比赛!#奥运会#金牌”百度快照,手机报-新闻晚报3_10,2017年3月10日 星期
五 18:12,【点睛】今天上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近一个半小时的记者会上，央行四位高层共回答12个问题，涉及人民币贬值、货币政策走向、外汇
储备、第三方支付机构监管、对外投资等。详见两会聚焦。,手机报支持语音读报啦，一起来体验吧
！,3月10日 星期五,农历二月十三,【晚报导读】,&gt;政协开第三次全体会,&gt;今年汇率应比较稳定
,&gt;住房贷款仍较快发展,&gt;环境监督将勇于断腕,&gt;104中央单位公开预算,&gt;代表吁保护濒危中
药,&gt;冷空气将影响中东部,&gt;提高毕业生基层待遇,&gt;韩朴槿惠被弹劾下台,&gt;央视力推&lt;航拍
中国&gt;,【视频导读】,&gt;美了千年的戏服,&gt;教你洋气的喝茶,&gt;空气少女的战斗,详见,【两会聚
焦】,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于1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14名政协委员就有关议题作大会发言。赵晓勇建议，以安

居导向城镇化，重点帮助农村进城人口获得基本住房；以就业导向城镇化，重点提升中小城市和集
镇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能力；以劳动力资源开发促进城镇化，重点帮助大中专毕业生和农村转
移人口提升职业技能。彭钊表示，全科医生严重缺乏的问题十分突出，应从人事政策入手，加快全
科医学人才培养，建议率先启动全科医生薪酬制度改革，设计不低于专科医生平均水平的薪酬标准
。朱专兴表示，家风家教是人价值观养成的“第一生态”营养素。家风事大，理应风清气正。为此
，他提出四点建议：打好“预防针”；常吹廉政风；筑牢“篱笆墙”；拧成一股绳。(人民网),更多
详见,央行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答问,----------------,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10日上午举行记
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
范一飞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周小川表示，2016年下半年汇率波动比较
大有多种因素，一是对外投资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销较猛，二是美国大选之后出现很多和一般人预
期不太符合的变化，导致美元指数上升较猛。今年随着中国经济比较稳定且更加健康，人民币汇率
应该比较稳定。谈及货币政策时，周小川说，货币政策总体来说还是稳健中性，这有利于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gt;外储下降是正常现象,周小川表示，外汇储备有所下降可以一分为二来看。一方面
，看看在资本流动方面，是不是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一些政策可能过去执行不严，就在这方面做一
些改进。另一个方面，外汇储备下降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本来也不想要那么多，所以适
当的有所下降，也没有什么不好的。,&gt;住房贷款还会以相对较快速度发展,周小川说，去年，房地
产信贷里增长比较快的主要是个人购房贷款。个人购房贷款的增长，一方面有助于居民买房子，同
时有助于三四线城市降库存。但在一二线城市又容易使住房价格上升。总体来说，住房贷款在中国
还会以相对比较快的速度发展，但是确实要适当平衡。随着住房产业的政策调整，估计会适当放慢
。,&gt;稳步推动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周小川表示，债券市场始终都是有对外开放的内容，去年有利的
方面是，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迈进，人民币被纳入SDR篮子，这些都有利于外国投资者提高对中国
的债券市场的兴趣。我们也相应推出了一些政策，但不是一些突出的政策，我们会稳步地在这个方
向推进。潘功胜称，稳步地推动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基本上在两个维度上进行：一是境外机构到中国
市场发行债券，二是推动了境外机构投资中国的债券市场。(新华网),更多详见,人大相关负责人就"监
督工作"答问,----------------,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10日上午举行记者会，邀请全国人
大相关负责人就“人大监督工作”的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谈及环保法实施，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袁驷表示，一部法律要得到有效实施，最关键的就是要落实责任。就政府责任来看
，应该依法制定完善相关配套法规，采取切实有效的治理措施。从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方面，就是要
加强监管，督促排污企业提高自律性，依法落实治污的责任。对于人大加强环保立法和监督问题
，袁驷表示，本届环资委配合常委会全面修改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正在修改水污染防
治法，牵头起草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已经列入了常委会今年的立法计划。在监督上，我们是该亮剑
就亮剑，该断腕就断腕。向污染宣战像壮士断腕，不疼不行。,&gt;人大对"两高"工作监督有五种方
式,谈及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胜明指出，人大对“两高”工作
的监督有五种方式：一是每年3月都会听取和审议一年一度的“两高”工作报告，二是每年10月“两
高”都会在常委会上作专项工作报告，三是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四是依据监督法还可以开展询问
和质询，五是专题调研。,&gt;将就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展专题调研,王胜明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
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开展了执法检查的基础上，今年将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的重点之一，就是校园
暴力。目前，我国对于校园暴力行为的界定，仍然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对此，王胜明说，首先应
当准确把握什么是校园暴力，尽可能划清校园暴力与非暴力的界限。,&gt;食品安全监督已形成社会
共治格局,回答“全国人大去年对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的效果如何”这一提问时，全国
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表示，这次检查效果有几个方面：一是大力宣传普及了这部法
律，二是推动了食品安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三是解决了一些突出的问题，四是强化了管理，五是

推动了社会共治格局的形成。保障全国人民吃得健康、吃得安全、吃得放心，这个目标基本上达到
了。(新华网),更多详见,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谈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10日下午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就“深化商事制度
改革”的相关问题答记者问。谈及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时，张茅表示，商事制度改革有“放管服”三
方面，已实现“五证合一”。今年将继续推进市场准入便利化，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多证合一
”，该工作计划在今年的10月1日之前完成。谈打假问题，张茅表示，要落实好相关的法律法规；健
全社会信用体系；加大惩戒力度。无假是愿望，“少假”是努力目标。谈及商标保护，张茅称，中
国商标申请量和注册量世界第一，但具有品牌价值较高的商标比较少。我们采取的措施：一是全部
推进电子化的申请注册，从3月10日开始全部开通；二是大幅度降低商标办理的费用，减轻企业负担
；三是预计今年在上海增设商标注册中心。同时加大商标保护力度。(新华网),详见,[听消息
],&gt;104个中央预算单位将公开部门预算,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修文10日说，中
央现有119个预算部门，今年除了涉密的以外，104家都提请了全国人大审议，这些部门预算都将依
法公开。今年提交大会审查的预算与2014年之前相比，增加了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分地区、分项目
转移支付预算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的限额和余额表等，预算决算审查监督时效不断提高。(新华网
),&gt;年轻人需要寓教于乐的好作品,谈到荧屏热播的各类“架空剧”“穿越剧”“仙侠剧”，全国人
大代表、著名艺术家关牧村认为，“年轻人需要寓教于乐的好作品。”艺术作品既要叫座也要叫好
，无论是穿越剧、还是架空剧等，它只要是向年轻人传递真、善、美，宣传的是向好的积极能量
，在其形式上是可以融合的。二月河对此心态也很开放：青年人愿意看，就证明作品自身有合理的
元素、有一定的生命力。(中国新闻网),详见,[集建言],&gt;全面覆盖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全国人大
代表郝萍建议，由国家和省财政投入资金，将符合政策计划怀孕的非农业人口夫妇纳入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项目，实现城乡居民全覆盖，以此控制、降低出生人口缺陷。郝萍还建议免费实施产前
血清学和超声筛查，对新生儿实施免费“两病”(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苯丙酮尿症)和听力筛
查。(上海报业),&gt;重视濒危中药资源保护,全国人大代表、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等3名代表提
交《建议》，建议由工信部、发改委、农业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加强珍稀濒危中药材资源
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实施方案。《建议》指出，我国珍稀濒危中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面临着重大挑战
：栽培珍稀濒危中药材供不应求、野生珍稀濒危中药材面临掠夺式开发、珍稀濒危中药材价格波动
剧烈和珍稀濒危中药材面临国外的“掠夺”。(上海报业),&gt;尽快建设晋豫冀“环太行”轨道交通
旅游专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安阳钢铁集团首席专家徐筱芗建议，进一步优化协调和整合晋豫冀
三省的旅游轨道交通投资规划，打造“环太行全域旅游”的旅游新概念，推动晋豫冀“环太行”轨
道交通旅游专线的可行性研究。“这将极大地促进周围区域的经济发展，从而将旅游经济与脱贫攻
坚、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紧密结合，推动太行山区域精准脱贫。”(上海报业),详见,【国内新闻】,明起
冷空气影响中东部,----------------,近期，南方开启阴雨模式。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天，江南南部、
华南北部等地降雨持续，雨势逐渐减弱。同时，北方大部气温持续回升，多地气温将在今明天达近
期最高点。不过，11日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中东部。预计11-14日，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东部
、东北地区、华北至长江中下游等地先后有4-5级偏北风，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6℃，局地降
温可达8-10℃。12日开始，我国将出现一次大范围雨雪天气。12-14日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江
汉西北部等地有雨夹雪或雪，局地大到暴雪；江淮、江汉大部、江南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
暴雨。(中国天气网),详见,人社部:提高高校毕业生基层工作待遇,----------------,据人社部网站消息
，人社部9日召开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要求，加快构建
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长效机制，让毕业生“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要
落实工资待遇政策，完善保障体系，加大表彰奖励力度，加大激励措施，提高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
作待遇保障。(中国新闻网),详见,16部门出台意见促落后产能关停退出,----------------,据工信部网站

消息，工信部、发改委等16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意见
。意见要求，以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为重点，通过完善综合标准体系，严
格常态化执法和强制性标准实施，促使一批能耗、环保、安全、技术达不到标准和生产不合格产品
或淘汰类产能(以上即为落后产能)，依法依规关停退出。(中国新闻网),详见,湖南宣传部原部长张文
雄被立案侦查,----------------,据最高检网站消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湖南省
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张文雄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张文雄1962年4月出生，长期在湖南工作，曾任湖南省委副秘书长、怀化市委书记、衡阳市委书记
等职。2016年11月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文雄涉嫌严重违纪
，接受组织调查。(中国新闻网),详见,我国生物合成研究获重大突破,----------------,今天出版的国际
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以封面的形式同时刊发了中国科学家的4篇研究长文。由天津大学、清华大
学和华大基因分别完成的这4篇长文，介绍了生物合成研究的最新突破：完成了4条真核生物酿酒酵
母染色体的从头设计与化学合成。据悉，酿酒酵母总共有16条染色体，此前国际同行奋斗多年才发
现了1条。国内外同行指出，这是继合成原核生物染色体之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突破，有望开启人类
“设计生命、再造生命和重塑生命”的新纪元。(人民网),史无前例,内蒙古侦破20年前5死1伤陈案,---------------,据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安局宣传办公室消息，近日，通辽市科左中旗公安局成功告破
一起积压20年之久的特大杀人案件。1997年3月，通辽市大林镇一街村，犯罪嫌疑人韩某杀死五人
，重伤一人后潜逃。通辽市公安机关缜密侦查，长期经营，从未放弃案件侦破工作。今年3月8日
，抓捕民警在黑龙江省绥棱县将已漂白身份的嫌犯抓获。他对当年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中国新闻
网),详见,湛江通报潜水员疑似非法捕捞鲸鲨,----------------,据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网站消息，该局
9日发布关于潜水员疑似非法捕捞鲸鲨的情况通报，通报指出，调查组开展调查并依法对视频发布者
进行询问。视频发生地点为三亚附近海域，为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已将相关
信息反馈至海南省三亚市有关部门，并请求其提供协助。(中国新闻网),详见,台湾老年人口首度超过
幼年人口,----------------,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人口持续老化，内务部门9日示警，台湾老化指数(老
年人口对幼年人口的比例)在今年2月首度破百，达到100.18%，代表老年人口首度超过幼年人口。台
湾22县市中，有15个县市老化指数破百，其中嘉义县更是达到了177%。目前，台湾老年人口占总人
口的13.33%。据预测，台湾老年人口比例将在明年超过14%，正式步入“高龄社会”；2026年恐将超
过20%，届时台湾将会跻身“超高龄社会”之列。(中国新闻网),详见,【国际新闻】,韩宪法法院通过
对朴槿惠的弹劾案,----------------,今天上午，韩国宪法法院通过了对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朴槿惠被
立即免去总统职务，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根据相关法律，朴槿惠下台后，除保
留最长10年的警卫服务外，其任后年金、纪念项目资金支持、警卫服务、办公室、高干病房、1名私
人司机和3名秘书等待遇都将被取消。宪法法院裁决宣布后，反对弹劾的群众与警方发生冲突，两人
受伤后死亡。按计划，韩国将在60天内举行下届大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在韩国部署美国
“萨德”反导系统一事将不受任何影响。(中国新闻网、环球网),详见,美数州向新版移民禁令发起挑
战,----------------,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签署新版移民禁令后，美国夏威夷州7日便表示将就该禁令提起
诉讼，成为第一个向该禁令说“不”的州。9日，纽约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马萨诸塞州也表示
将加入夏威夷州的行列，挑战新版移民禁令。不过司法界认为，新版禁令将限制范围缩小，因旅行
权益受损而提出及赢得诉讼的难度将会大幅度提高。(中国日报网),详见,IS领导人已弃城而逃,---------------,在国际联军的协助下，伊拉克军方数月前对“伊斯兰国”(IS)大本营摩苏尔发起总攻，连日
来步步推进，IS防线接连失守。有数字显示，盘踞在摩苏尔的6000名IS武装分子如今已经伤亡过半。
美伊情报部门透露，值此存亡之际，IS最高领导人巴格达迪已经弃城而逃，躲进IS控制的沙漠村庄。
不过，巴格达迪的行踪飘忽不定，每天需多次更换藏身之所，而且极少使用通信工具，情报部门很
难对他开展有效的追踪。(环球网),详见,【社会新闻】,11岁男孩临终心愿:捐器官,----------------,据辽

沈晚报，“我死了，所有器官捐给有用的人……”心碎！11岁男孩面对死亡最后的心愿是捐献器官
，“做个好心人”。9日，辽宁本溪44岁的妈妈张秋红给记者播放了她含泪录下的一段小视频。视频
中，她的儿子、11岁男孩曹峻明在病床上挣扎着说出自己的心愿，还叮嘱“爸爸，你要签字啊
！”曹峻明是7岁那年发现脑里长了瘤，手术后今年1月，脑瘤复发。才11岁的小峻明怎么会想到捐
献器官呢？张秋红说，自己常和儿子一起看电视里的慈善节目，看到有人捐献器官时她就问孩子
：“你会捐赠器官吗？”小峻明就会回答：“捐啊！”他说自己要当个好心人。(大洋网),心碎,家长
因儿子被打捅死老师,----------------,7日，河南济源市邵原镇发生一起命案。犯罪嫌疑人刘某以其儿
子在邵原镇实验小学做操时被政教处老师聂某殴打为由，于当天下午5时20分，带着儿子来到聂某家
中，动手殴打聂某。双方争执中，刘某随手拿起放在煤炉上的剪刀将聂某胸部捅伤。聂某经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凤凰网
),详见,高收入网红引监管层关注,----------------,近几年来，正值直播风口，网红们直播超过一个小时
就能有上万收入甚至更高。具有几十万粉丝的“网红”们通过在各大网络平台为品牌推广做广告
，月收入就能轻松过万，而粉丝量突破几十万的就通过开淘宝，卖衣服为自己创下上千万甚至过亿
的收入。记者了解到，新兴业态的高收入群体，也引起了监管层的注意。据北京朝阳区地税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区内某直播平台2016年支付给直播人员的收入高达3.9亿元，但未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今年最终补缴了税款6000多万元。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市场上共有200多家直播公司，用
户数量已经达到2亿。(法制晚报),挨个查,【体坛快讯】,郑智赵和靖各被足协禁赛2场,---------------,今天，中国足协发布了关于中超联赛首轮违规违纪的罚单，其中恒大队长郑智因吃到红牌后未离开
替补席，遭足协停赛2场，罚款1万元。恒大主场因观众向场内投掷水瓶，广州赛区遭通报批评。国
安球员赵和靖因用过分力量铲球，遭足协停赛2场，罚款1万元。苏宁外援特谢拉用手打击对方球员
面部，被停赛3场罚款1.5万元。(华奥星空),详见,"诺坎普奇迹"主裁恐遭罚,----------------,巴萨在诺坎
普完成对巴黎的惊天逆转，当值主裁德尼兹-阿泰金的一些判罚在赛后引发争议。据《马卡报》得到
的消息，德尼兹-阿泰金此役的执法工作令欧足联感到不满，他可能会被罚降级到欧冠级别以下的比
赛中执法，或者直接被冷藏弃用一段时间。(中国新闻网),补时点球疑云,CBA半决赛今晚开打:疆辽恶
斗,----------------,今晚7点35分，CBA半决赛将拉开帷幕，延续多年的5战3胜制本赛季升级为7战4胜
制，辽宁男篮前两场将做客乌鲁木齐挑战新疆。相比常规赛冠军新疆，缺兵少将的辽篮实力上略处
下风，但球队的默契度、拼搏精神是最大优势。广东和深圳再次在季后赛相遇，虽然广东仍是优势
一方，但相比于过去的三次横扫，这回广东德比最有悬念。(华奥星空),1组对位或定疆辽生死,詹皇
三双骑士负活塞遭3连败,----------------,北京时间今天上午，NBA常规赛继续进行。骑士客场101106不敌活塞，遭3连败。詹姆斯贡献29分13篮板10助攻，欧文27分。活塞保持东部第7的位置，德拉
蒙德拿下20分16篮板。马刺客场92-102不敌雷霆，9连胜终结，莱昂纳德只得19分，帕克和吉诺比利
轮休。雷霆方面，威斯布鲁克得到23分13篮板13助攻，首次面对马刺拿到三双，同时追平张伯伦单
赛季31次三双的纪录，位居历史第二。其他场次：快船114-98灰熊；湖人122-110太阳；开拓者114108胜76人。(新华社),NBA版贝利预测骑士夺冠,【文娱播报】,央视推高分纪录片《航拍中国》,---------------,“祖上留了块风水宝地，我辈不可辜负这大好河山。”以上发言所称颂的，是一部央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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