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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队，结果不令人意外 ，糟心的是
部分国脚心不在焉的表现。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比赛中，现
场的中国球迷一度放弃了“加油”的助
威，改成了“跑起来”的怒吼。数据更不
会说谎。全场比赛，国足跑动总距离约
106.4公里，对手则为117.28公里，少跑了
一个人的距离，等于11打12。

国脚们过度疲劳？说的好像韩国
球员没在踢联赛一样。 人员不整？人
家韩国旅欧球员还不是一个没来？赛
后，佩兰表示“教练组承担失利的责
任”，但他也不是冤大头，不忘吐槽一

句：“我们的战斗精神表现得不够充分。”
实力不占上风，再不去拼，还不就是输球又输人？

回想国足1比5输给泰国那场比赛， 同样是有国脚没把
心思放在比赛上。

如今，国内足球发展的大环境堪称历史最好，中超联
赛先后有里皮、斯科拉里这样的名帅执教，登巴巴、塔尔
德利这样的世界级球星登陆，提升了中超联赛的竞技水
平。国脚们有涨球吗？毫无疑问是有的，不然国足也不会
在上半年的亚洲杯小组赛中踢出3连胜。

但是，一些国脚的专业素养、对比赛的态度，并未有
明显改观，对俱乐部比赛和国家队比赛任务的取舍之间
依然“想太多”。扪心自问，在这种代表国家荣誉的比赛
里，他们有没有心无旁骛，有没有拼尽全力？

未来，国足想要进步，想要挺进世界杯，就得把那
些习惯“想太多”的人，像对待微信的僵尸粉丝一样，清
理、清理、清理！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
者 王亮 ） 针对报名支付的
相关信息， 长沙国际马拉松
赛组委会昨日在长沙召开了
“长马跑友恳谈会”。 组委会
表示： “长沙是第一次举办
马拉松赛， 报名时出现一些
瑕疵， 望广大跑友谅解。 接
下来组委会将从长马合作慈
善机构的名额中争取200个
回馈给没有报上名的跑友。”

7月26日上午是长马报
名费支付时间， 由于支付人
数过多， 长马官网服务器出
现了不稳定状态， 因此组委
会对支付工作进行了调整，
改为连续 5天， 每天开放
3000名额。 到7月30日， 报
名支付工作全部结束， 但有
部分跑友因支付系统延迟、
信息不畅等原因没能报上
名。

对此， 组委会赛事运营
公司副总监陈旭东在会上说
道： “由于准备不充分， 付
款出现了问题， 让大家失望

了。” 不过， 他表示： “将
从长马合作慈善机构的名额
中争取 200个名额 （全程
50、 半程 50、 10公里 50、
迷你50）， 作为增补名额回
馈给跑友， 跑友可通过参与
即将陆续展开的官方系列活
动获得。”

长马运营单位长沙体育
产业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程
震表示： “举办一次马拉松
赛要考虑的事情太多， 安
全、 交通等， 光是筹备我们
就准备了两年。 万事开头
难， 本次报名工作出现瑕
疵， 望跑友理解。”

恳谈会上， 组委会还介
绍， 获得参赛名额的选手将
在8月15日、 16日进行选号，
每人收取20元选号费， 这些
费用全部用于购买更充分的
防暑降温药品和培训更多具
备急救技能及资质的选手。

长马组委会还和跑友们
就赛事组织、 志愿者招募等
进行了交流。

长马组委会举行“跑友恳谈会”:

增补200名额回馈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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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任意球

2015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
国内环境，与预期目标相符的7%的增长，
凸显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稳中求进的态
势，有力地提振了各方信心。

可以预期，中国经济下半年的故事更
加精彩。

这是一张可圈可点的成绩单
上半年经济增长与预期目

标相符， 主要经济指标有所回
升，结构调整继续推进，发展活
力有所增强

50%———8月1日发布的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位于临界点上，中国经济延
续着上半年稳中向好的态势。

城镇新增就业718万人， 已完成全年目
标的七成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
速“跑赢”GDP；物价指数涨幅温和……上半
年一系列亮点为向好预期奠定了基础。

半个月前经济发展数据甫出，出乎很
多预测机构意料。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举步维艰，上半
年7%的经济增速是对中国政府为抑制经
济增长放缓所推出的一系列扶持措施的
肯定。 ”《华尔街日报》网站如是评价。

彭博社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最
新经济数据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企稳，不少
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正以重拾动能的姿态

进入下半年。
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难改“稳”这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保安将上半年中

国经济归纳为五个“稳”：增长稳、就业稳、
价格稳、农业稳和收入稳。

调速不减势， 中国经济韧性十足；量
增质更优，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

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答卷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全面深化
改革，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仍在复苏的漫长
通道中徘徊， 同时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
减，一些企业经营困难。

面对成长的烦恼、调整的阵痛、转型
的沟坎，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处变不
惊，从容应对、有效施策，引领中国经济保
持平稳发展态势。

做好中国答卷，离不开稳增长政策的
有序推进———

从推出重大工程建设到投融资体制
改革，从降准降息到减税降费，从互联网＋
到中国制造2025，今年以来一系列既顾当
前、又利长远的稳增长政策相继出台。

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推进走向深入，
“一带一路”建设从规划到实施渐显成效，长

江经济带建设依托黄金水道有序推进，三
大战略的实施是稳增长政策的一大亮点。

“三大国家战略的形成， 是中央在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 根据全球
经济形势深刻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我国经济发展在空间格局上的重大突
破和创新， 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中长期持
久推动作用。”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
成说。

清除市场主体的束缚和羁绊，体现市
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改革加速催化
孕育着中国经济创新土壤， 一个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蓬勃时代已经到来。

这是一种放眼未来的深谋远虑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变中

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保
持全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适应和把握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趋
势性特征， 就要坚持变中求新、 变中求进、
变中突破， 走一条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 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

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不错的
“年中答卷”，下半年如何在“新”与“变”中
保持积极发展态势？

保持战略定力依然至关重要———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保持宏观政策

连续性和稳定性， 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不
变调，保持公共支出力度，继续减轻企业负
担，引导和撬动更多民间资金增加投入。

推进结构调整仍需加快步伐———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 要切实推进结

构调整，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促
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创造良好市场环
境， 在优胜劣汰、 竞争合作中增强企业活
力。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说：
“下半年应通过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 提
高国家制业创新能力， 推进信息化和工业
化尝试融合， 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等重点领域。”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全力推进———
改革是调整结构的根本依靠。 下半

年， 从国企国资改革到财税体制改革，从
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到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多项改革如何发力，引人注目。

加强民生保障不能被忽视偏废———
“保民生就是守底线。下半年，要继续

保持就业稳、物价稳、收入稳，在做好扶贫
开发的同时，格外关注低收入人群、失业
人员、残联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 ”国家行
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说。

“下半年只要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
行环境， 释放出需求面和供给面的巨大潜
力，就能凝聚起‘十三五’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向上的力量。”刘树成说。

（据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保持战略定力 增强发展信心
———当前经济形势述评

“只要地球不停止运转，就有没法歇
的行业和歇不了的劳动者”。近年来随着
高温天气趋于增多， 保护劳动者防暑降
温权益更显重要。专家表示，要重视劳动
者的“清凉权”，让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清凉钱”背后，“清凉权”有几何
医疗界人士指出， 高温下的高强度

劳动，轻者使人中暑，重者诱发心血管疾
病，致人死亡。 因此，用人单位保障防暑
降温条件，避免劳动者遭受“暑害”非常
重要。 2012年6月，国家安监总局、人社
部等四部门联合出台《防暑降温措施管
理办法》。 在这部管理办法中，相关规定
串起了一条对高温下劳动者权益的“保
护链”：

在平时，用人单位就应通过隔热、通
风、降温等措施做好劳动保护。在高温天
气到来之前， 单位应组织高温天气作业
的劳动者体检，并将患有心、肺、中枢神
经等疾病的劳动者及时调岗。 当高温来
袭， 用人单位在提供个人防护用品、饮
料、药品，发放高温津贴之外，还要合理
安排工作时间、 减轻劳动强度直至停止
室外露天作业。并且，单位不能以缩短工
作时间为由扣减工资。

甘肃政法大学副教授徐爱水认为，
“清凉权” 是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一部分，
其核心并非发钱给物， 而是让用人单位
完善防暑降温工作制度， 确保劳动者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7月下旬以来， 我国多地陆续迎来

35℃以上的高温天气， 国家安监总局、
人社部等4部门此前专门下发通知， 督
促落实用人单位防暑降温主体责任， 在
高温酷暑季节至少开展一次防暑降温暗
查暗访活动。 在山西省， 劳动监察部门
已立案查处违反高温津贴规定案件10
起， 督促用人单位为340人补发高温津
贴。 同时， 记者通过采访东中西部地区
10多位劳动者了解到， 用人单位保障
“清凉权” 意识总体提升， 其中国有企
业总体好于民营企业， 大中型企业好于
小微企业， 部分单位劳动环境依然堪
忧。

为劳动者织起“清凉权”保障网
长期关注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甘肃省光

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孙智俊说， 与带薪休
假、 加班工资等问题类似， 劳动者维护

“清凉权” 难度大， 主管部门监管难、 成
本高， 用人单位违法成本低， 由此造成当
前劳动者防暑降温权益保障参差不齐。

我国除青藏高原外， 其他地区都出现
过高温天气， 保障高温下劳动者“清凉
权” 越发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
周孝正等人认为， 在现有阶段， 要让高温
下劳动者工作环境根本改善， 不可能立竿

见影， 但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 加强执
法力度、 降低维权成本， 努力为高温下的
劳动者打造一个权益有保障的清凉世界。

徐爱水认为，针对高温下劳动者的基
本权益保护，《劳动法》、《安全生产法》、《职
业病防治法》 仅作出较为笼统的规定，《防
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也只是部门的规范
性文件。 当前诉诸于劳动仲裁或诉讼的案
件极少， 说明相关法规救济机制缺乏可操
作性。“应加强‘高温立法’，通过修改完善
《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使高温下劳动者权
益保护更权威，更有操作性。 ”他说。

（据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劳动者“清凉权”再迎大“烤”

8月3日 ，在江
苏 省 扬 州 市 一 处
建设工地上 ，施工
人员 在 烈 日 下 工
作。 新华社发

遭“大哥”监听
日本只“遗憾”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美国监听日本政要和大企业的秘
密行动遭曝光3天后，日本政府终于正式表态。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这一
事件简要作答，拒绝就“民间组织发布的来路不明的文件”
予以置评，同时表示，日方“正强烈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詹姆斯·克拉珀核实这一消息。

“如果属实，作为盟国，日本感到极为遗憾，”菅义伟说。
维基揭秘网上月31日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对象

包括经济产业大臣、官房长官秘书等政要、中央银行以及三
菱商事、三井物产等大企业的能源部门。 美方最早2007年
就开始监听，主要收集与日美关系、贸易谈判、核电政策等
相关的政治和经济情报。

这家网站说：“这些（遭曝光的）报告表明了美国对日本
政府情报工作的深度， 显示美方从日本政府各部和办公室
收集、整理了大量情报。 ”

美扬言对中国网络报复
再现其霸权心态
新华社记者 纪时平

美国媒体日前披露， 奥巴马政府决心就所谓中国黑客
入侵美联邦政府人事电脑系统事件实施报复， 但尚未就具
体形式和手段作出决定。如果奥巴马政府当真要这样做，那
么美国将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

自6月初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宣布遭受黑客入侵
事件以来，美国媒体和政府掀起一场炒作“中国网络威胁”
的歇斯底里式喧嚣。尽管美国政府没有公开点名，但一些美
国政客和安全部门人员称此次大规模个人信息盗取的 “幕
后黑手”是中国政府。

耐人寻味的是， 美国政府一方面决定不公开点名指责
中国实施这次黑客行动， 另一方面却在紧锣密鼓地谋划对
中国实施报复。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网络科技最发达的国家，
但近年来却屡屡炒作“中国黑客”事件，背后显然有不可告
人的目的。

有分析认为，“斯诺登事件” 揭露出美国利用高科技肆
无忌惮在全球进行情报侦听和间谍活动， 使美国自我标榜
“自由正义捍卫者”的虚伪昭然天下。频频炒作“中国黑客”，
美国无非是想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谋求夺回“道德制高
点”，从而为自己继续利用高技术窃密和侵害他国利益寻找
“正当借口”。

网络空间是匿名的，跨国网络攻击情况非常复杂。中美
在加强网络安全方面拥有共同利益， 两国携手合作比分庭
抗礼更能取得成效。 如果美国以主观推定作为实施报复的
依据，那将树立一个危险先例，是一种网络霸权的体现。

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在捍卫网络安全方面拥有与
捍卫领土一样的强大责任和决心。 中国政府也多次驳斥了
有关“中国黑客”攻击美国人事系统网络的说法，强调中国
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的立场。

网络空间需要的不是战争和霸权，而是规则和合作。因
此，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奉劝美国摒弃动辄诉诸报复或制裁
等霸权行径， 否则它逃脱不了破坏国际网络和平与公正秩
序的责任，必然招致全世界谴责。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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