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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王亮）今
天，湖南省第九届老年人运动会在长沙开
幕，21支队伍、 超过六千名老年选手济济
一堂，比拼谁的身板硬。

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 省老龄委、省

委老干部局和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设
门球、气排球、钓鱼、健步走等13个项目，
共有长沙、株洲、省委机关、湖南铁路、湘
钢等21支队伍参加， 比赛将于4月至11月
分别在长沙、株洲、湘潭等8个城市举行。

省老年体协秘书长王承江介绍：“现
在生活越老越好，老年人的健身热情也是
越老越高，这六千多选手是从全省范围层
层选拔出来的，报名数额远超这个数字。”

近几年，以《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全
民健身条例》为指导，全省各级老年人体
育协会坚持“重在基层、面向全体”的工作
方针，组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老年
人体育健身活动和竞赛。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蔡矜宜）记
者今天从省垂钓协会了解到，2016年湖南
省第九届钓鱼锦标赛将于5月4日至6日在
长沙湘江新区银杏山庄举行。

本届钓鱼锦标赛是由湖南省体育局主
办，湖南省垂钓运动协会承办，各市州参赛单
位限报3队、 每队限报4名运动员。“从即日起
至4月22日，各单位可将报名运动员报送至湖
南省垂钓运动协会。”省钓协秘书长贺利荣介
绍，每场比赛时间为100分钟，每人每天须参
加两场比赛，同时比赛期间禁止换人。

根据赛制， 本次比赛手竿钓混合鱼比
赛限用6.3米以下鱼竿。钓具、钓饵一律按
规定自备，可带符合规定的备用竿一支，准
许交替使用钓具， 但不得两支钓具同时下
水垂钓。据了解，本次比赛录取个人和团体
总成绩前六名。

�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苏原平）
为期3天的PTR� JD (青少年网球发展课
程)网球教练员资格证培训今日在长沙市
谷山体育公园结束，此次培训标志着国际
领先的PTR专业网球青训正式引入长沙。

本次培训由长沙市长体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承办，PTR美国职业网球教练员认证
协会国际考官及中国区导师黄长明， 原国
少、国家青年网球队教练陈京京指导教学。
PTR（职业网球教练员组织）是世界最大的

国际性网球教练员组织， 致力于推广网球
运动， 同时加入共同分享网球知识和乐趣
的开放式平台。实施PTR教学，较传统教学
方法更能培养青少年的运动兴趣， 对网球
人口的提升有着积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据介绍，长体教育将以谷山体育公园为
平台，通过与广大中小学开展网球青训进校
园合作， 帮助学校建立领先的网球青训体
系，推动长沙市网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近日， 各级
党委认真贯彻中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
作座谈会的要求部署， 制定在全体党员中
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
员”学习教育实施方案，确保“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落到实处。

各级党委一致表示，“两学一做” 学习
教育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
部署，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特
别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
抓手。要充分认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的重大意义，把“两学一做”作为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
机遇和重要载体来抓。

上海市委7日举行常委会， 强调切实
落实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的主体责任， 充分发挥各级基
层党组织的关键作用， 充分运用上海市
委近年来在“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
建设” 中形成的成果， 确保学习教育取
得实际成效。

会议认为，上海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工作， 最重要的是联系当好全国改革开放
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这个最大实际，不折

不扣完成好中央交给上海的各项任务。 要通
过学习教育，真正做到思想有提升、问题有解
决，基层党组织战斗力有提高，党员在人民群
众中间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体现。

湖北省委强调“两学一做”要突出加强
理想信仰建设、思想理论建设、政治建设、
党性建设、能力建设等“五个建设”。

针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难
题和挑战，河北省委结合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突出问题导向，提出用一年时间
开展省级机关作风整顿， 从制约经济社会
发展的障碍及基层和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

题入手，为“十三五”破题开路。
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召开党委会议，对近

期做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直
属机关实施方案、中央企业实施方案、学习
教育基层党务骨干培训示范班等作出具体
安排。国资委党委强调，要把“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与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结合
起来，与配合做好中央巡视组对国资委专项
巡视工作结合起来，与做好国企国资改革发
展“十三五”时期六篇大文章和落实2016年
七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推动党员干部在更
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 � � �进入四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24万株紫
荆花竞相绽放，街道公园处处花海。近年来，柳州市
大力种植洋紫荆， 全力打造满城盛放紫荆花的特色
景观，成为了“紫荆花城”。 赵众志 摄

引入国际专业网球青训体系
谷山公园将成网球青训基地

全省老年人运动会开幕
6000老人看看谁身板硬

各级党委认真制定实施方案

确保“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落到实处

� � � �七国集团（G7）外长会定于10日至11日
在日本广岛举行。日本是今年七国集团峰会
轮值主席国。随着外长会及峰会临近，日本
利用其东道主身份， 台前幕后大搞“小动
作”。日本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安倍政
权撺掇G7炒作南海问题包藏卑劣用心。

外长会开幕前，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四处
游说。今年初，以协调外长会议程为名，岸田
文雄出访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国等七国集团
成员国。访问中，岸田文雄兜售所谓“海洋法
治”“航行自由”等理念，大肆炒作南海问题，
意在拉人为其站台背书。

据共同社日前报道，外长会将于11日就

南海问题发表一份暂定名为“海洋安全保障
宣言”的特殊文件。文件将对所谓“南海的大
规模填海造地”等表示担忧，并强烈反对“单
方面改变现状之举”， 以此对中国进行不点
名指责。同时，日本近来在南海也有新的实
质性动作。本月初，日本海上自卫队军舰造
访菲律宾苏比克港， 加强日菲军事交流，并
为今后对菲转售潜艇做铺垫。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插手南海问题包藏
了种种祸心。

首先，日本的目的是要打压中国。特别
是安倍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所谓“俯瞰地
球仪外交”战略，插手南海问题便是其推行

这一战略的重要举措。
其次，安倍政府一直在借南海问题鼓吹

“中国威胁论”， 为其松绑军事力量制造口
实，为推行新安保法等一系列扩军动作营造
舆论环境。

再次，日本欲扩大地区影响力。近年来，
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希望日本自卫
队“发挥更大作用”。在南海问题上，日本试
图借机实现自卫队出海， 扩大地区影响力，
同时充当美军马前卒。

日本不是南海问题当事国，其出于一己
私利和地区野心兴风作浪，只会使地区局势
更加紧张。 （据新华社日本广岛4月10日电）

日本撺掇G7炒作南海问题用心卑劣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95周年。党中央决定，在纪念建党95周年之际，
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组织部近日印发《关于
做好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
党组织推荐工作的通知》，对做好推荐表彰工作作出
安排部署。

《通知》强调，这次表彰的对象是理想信念坚定，
对党绝对忠诚，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推动
发展、深化改革、服务群众、维护稳定等方面作出显
著成绩， 得到党员群众公认的先进模范。 要通过表
彰，弘扬正气、树立标杆，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
发展理念、 努力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积极进
取、建功立业，作出更大贡献。

《通知》要求，这次表彰推荐对象要向生产、工作
一线党员倾斜，向基层党务干部倾斜，向企业、农村、
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
放军连队等基层单位倾斜。在推荐工作中，各地区各
部门（系统）要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方式，组织
所属党组织和党员进行推荐。 对推荐对象要进行认
真考察，多方面听取党员、干部、群众的意见以及纪
检机关和有关执法部门的意见， 要在本地区本部门
（系统）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

做好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
推荐工作

中组部印发《通知》

印度一寺庙发生大火
已致110人死亡390人受伤
� � � �据新华社印度科拉姆4月10日电 印度官
员10日说，喀拉拉邦科拉姆地区一座印度教寺
庙当天凌晨发生的火灾已造成至少110人死
亡，另有390人受伤。印度总理莫迪当天下午赶
赴发生火灾的寺庙视察，并现场指挥救援。

警方已开始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并
初步认定有活动组织者把非法爆炸物带入
寺庙。 目前已有5名嫌疑人被警方控制，其
中两人也被严重烧伤，正在医院接受抢救。

这起造成重大伤亡的事故发生在当天
凌晨3时左右，当时该地一座名为普丁加尔
女神庙的寺庙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烟花鞭
炮竞赛庆祝活动。

省钓鱼大赛5月开战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