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丁俊晖在颁奖仪式上向观众致意。
新华社发

五万日本市民
集会护宪

据新华社东京5月3日电 日本宪法纪
念日5月3日当天， 5万名日本市民在东京
举行集会， 呼吁守护宪法、 废除安保法，
并要求践踏宪法的安倍政权立即下台。

市民聚集在江东区有明防灾公园， 手
持各种护宪、 反安保法标语， 呼喊“守护
宪法、 反对战争” 口号， 情绪激动。 在野
党、 学者、 残疾人士、 律师等日本社会多
个阶层代表在集会上发言， 表达对安倍政
权的不满和守护宪法的决心。

民进党代表冈田克也说， 安保法虽然
已经成立， 但其违宪本质从未改变。 安倍
政权的目标是修改宪法、 行使不受任何限
制的集体自卫权， 这坚决不能容忍。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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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3日在北京同老挝人
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本扬举行
会谈。

习近平欢迎本扬来华进行正式友好访
问。习近平表示，总书记同志是中国人民的
好朋友、老朋友，长期致力于发展中老友好
合作关系， 就任老挝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后即来华访问，充分体现了老挝党、政府、
你本人对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 我们对此
表示赞赏。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双方要维护好
近年来中老关系发展的强劲势头， 抓住双
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带来的难得机遇，拓
展中老全面战略合作广度和深度。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老建交55周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老关系不断巩固和发
展， 双方建立了高度互信互助互惠的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两党两国历届领导
人精心培育和大力推动下， 中老传统友谊
经受住了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
验，历久弥坚，成为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
高度重视发展同老挝的关系， 愿同老挝党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道，秉承长期稳定、
睦邻友好、彼此信赖、全面合作方针和好邻
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推动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携手打造牢不可
破的中老命运共同体。

本扬表示，很高兴在担任老挝人革党
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后访问中国并同
习近平总书记实现首次会晤。 感谢中共中
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老挝党十大召开和我
本人当选中央总书记后发来贺信并派特使
访老， 这对老挝党和我本人是巨大鼓舞和
支持。 我此访是对老中两党两国高层友好

交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相信必将深化双
方高层互信。

习近平强调， 中国和老挝同为共产党
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理想信念相通，发展
道路相近，前途命运相关，这是中老关系发
展的重要政治根基。 为拓展中老全面战略
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
保持政治互信高水平；要深化党际交流，促
进互学互鉴，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对
接发展战略，推动务实合作，做好“一带一
路”倡议同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
中国“十三五”规划和老挝“八五”规划的有
效对接；要加强人文交流，发展民心相通工
程；要加强安全合作，维护稳定局面；要加
强协调配合，深化国际事务合作。今年是中
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 中方坚定
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 全力支持老挝当好
东盟轮值主席国。

本扬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对进一步发
展老中两党两国关系的建议。他表示，今年
对老中合作关系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
年，双方将举办系列活动，共同庆祝建交55
周年。 老挝党和国家新一届领导集体将全
面继承和发展同中国党、 政府和人民的传
统友谊和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与中方一道，努力推动老中友好关系不
断开花结果。 感谢中方对老挝担任东盟轮
值主席国的支持。

双方相互通报了当前国内形势。习近平积
极评价老挝党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的显著成就。 本扬对
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
中央领导下，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不断取得巨大成就表示钦佩， 相信中国必
将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并为本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
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配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方便广大党员尤其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原原本本、深
入系统地学习党性修养方面的文件文献资料，提高党
员干部的思想理论素养和党性修养，《中国共产党党性
教育手册》系列丛书第1至7卷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手册》
系列丛书出版发行携手打造牢不可破的中老命运共同体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
3日表示，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计委
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魏则西事件”进行调查。国家卫
计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武警部队后勤部卫
生局联合对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进行调查。

多部门对“魏则西事件”
相关医院开展联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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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赢7场进决赛
结束低迷重拾信心

未能夺冠固然遗憾， 但世锦赛亚军
已是丁俊晖征战世锦赛的最好成绩。 同
时， 本次出色表现， 也结束了他长达两
个赛季的低迷。

前期， 丁俊晖的状态着实糟糕， 不
但没有闯入任何一项排名赛的决赛， 而
且经常在首轮便遭淘汰， 这直接导致他
的世界排名跌至16名开外， 本次世锦赛
无奈从资格赛打起。 他自己坦承： “不
管以往几个月还是上个赛季， 我都处于
低迷的状态。”

好在来到世锦赛， 丁俊晖终于爆
发。 从资格赛起， 他一路过关斩将， 最
终连胜7场， 进入决赛。 在两天四阶段
的决赛中， 开局0比6落后的丁俊晖始终
没有放弃， 几次追至只差一局， 只是最
终功亏一篑。

尽管与冠军失之交臂， 但亚军的含
金量同样十足， 丁俊晖也自信表示：

“五年前， 我在此项赛事中晋级了四强。
这次比赛， 我向前进了一步。 也许下一

次我就能夺冠。”

奖金过百万
排名也升到第9

世锦赛是斯诺克运动中最
高规格的比赛， 奖金一向很
可观， 本次丁俊晖未能夺冠，
但亚军的收入也不菲 ， 同时
他的排名大幅提升。

根据规则， 丁俊晖本届赛
事将收获137500英镑 ， 约合
130万元人民币， 使得他的赛
季总奖金达到314925英镑。 与
其他项目不同， 斯诺克的世界
排名是以奖金计算， 因此凭借
13万英镑的入账， 丁俊晖一举
超越奥沙利文等名将， 升至第
9位。 而在本届世锦赛前， 丁
俊晖的世界排名已跌至第17位。

拿了奖金， 升了排名， 丁俊晖的体
重却下降了。

决赛结束后， 丁俊晖的妻子在社交
媒体上发文： “4月9日打到今天5月2

日， 持续了20多天的比赛， 连赢了7场，
冲进世锦赛决赛， 刷新了多项纪录。 或
许大家会为他屈居亚军而略有遗憾， 而
我只看到他从136斤瘦到128斤的体重。”

之前一直以为打斯诺克没啥运动
量， 看来并不尽然。

� � � �北京时间5月3日凌晨， 斯诺克世锦赛落下帷幕， 丁俊晖以 14比18不敌英国选手
塞尔比， 无缘冠军。 虽未能夺冠， 但丁俊晖从资格赛起连赢 7场， 并成为首个进入
世锦赛决赛的亚洲选手———

� � � � 14比18， 丁俊晖遗憾与冠军擦
肩而过。 虽然失利， 但丁俊晖是站
着倒下的 ， 面对最终的结果也淡
然。 如今的丁俊晖， 更有范了。

有范了， 就是更成熟与自信。
经历了漫长的低潮期， 丁俊晖可以
在世锦赛中迎来爆发， 连克强敌，
创造历史； 决赛0比6尴尬开局后，
没有一溃千里， 反而越战越勇， 最

终与对手大战32场。 即便输了， 也
在比赛中惊得塞尔比一身冷汗。

与曾经的情绪化、 会流泪、 耍
小脾气的小丁相比， 如今29岁的丁
俊晖风轻云淡， 既能享受胜利的荣
耀， 也无畏暗淡的结果。 赛后采访
中， 他没有一丝沮丧， 倒是率先安
慰起球迷来了： “希望国内的球迷
不要失望 ， 以后会争取更好的成
绩。”

征战本次世锦赛期间， 丁俊晖

的状态与以前完全不同， 他每天和
妻子一起住在谢菲尔德的家里， 除
开比赛， 就是按时吃饭、 放松、 睡
觉， 偶尔还看一点电视。 十足一个
朝九晚五的 “上班族”， 而不是住
在五星级酒店， 每天防着狗仔队的
明星球员了。

过去， 丁俊晖一直被称为中国
的台球神童。 如今， 他 “神” 的色
彩逐渐褪去， 回归了初心， 更蜕变
为了一个成熟的男人。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6051 0 2 8 6 2 4 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17179451.49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17 9 4 5
排列 5 16117 9 4 5 5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5000000

亚军，也闪“金光”

丁俊晖更有范了
王亮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从即日起至
今年9月，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组织全国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集中开展涉网络诈骗
等多发性犯罪网络服务平台专项整治，以
有效遏制此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铲除其
滋生土壤。在专项整治期间，公安机关将坚
持打击与整治同步，紧盯网上“治安乱点”，
对5类网络服务平台开展集中整治和专项
打击，包括：提供销售网络钓鱼、盗号改号
等木马病毒，传播交流黑客攻击破坏、信息
窃取和篡改等网络违法犯罪工具方法；贩
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和
电话“黑卡”；非法销售“伪基站”和短信群
发设备、软件；提供恶意注册、虚假认证、虚
假交易服务；抢注和倒卖域名进行诈骗等。

公安机关专项整治
涉网络诈骗等网络平台

时事·体育

场外任意球

如何有效监管
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广告

近日“魏则西事件”受到网民广泛关注。与此相关，
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广告的问题也遭遇一片声讨之声。

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广告一直是搜索引擎商赢利和
现金流的最主要来源。对于美国的谷歌、雅虎、必应，以
及韩国最大的搜索引擎提供商Naver等来说，优先呈现
给普通用户的搜索结果， 并非是算法按搜索词相关度
自然生成的，也并非是用户最需要的，而是付费广告。

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对
于搜索引擎来说，如何在靠广告赢利和兼顾社会责任方
面取得平衡值得反思，这也是各国政府的监管难题。

事实上，在搜索引擎兴起之初，各大搜索引擎都很
少采取手段将竞价排名广告和自然搜索结果分别标
示，直到这种情况引起消费者保护组织和政府的注意。

以美国为例，2002年6月，在消费者保护组织投诉
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下属的消费者保护局致信主
要搜索引擎提供商，要求它们做到三点：第一，将付费
排名的搜索结果与不付费的搜索结果清楚、醒目地标
示出来；第二，付费内容必须清楚、醒目地说明；第三，
对搜索结果是如何生成的，不能误导消费者。

一段时期内，这份公开信确实迫使搜索引擎商清
楚标示竞价排名结果和搜索结果。但近年来，一些搜
索引擎开始想方设法对广告进行“伪装”，模糊广告和
自然搜索结果的差异，以“混淆视听”。如竞价排名广
告部分的背景色与自然搜索结果部分差异不大，标示
竞价排名的文字说明采用含糊文字或小号字体等。

这种不规范现象引起监管部门更多关注。2013
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再次致信谷歌、必应、雅虎等
主要搜索引擎提供商，强调消费者所希望看到的搜索
结果和排序是由算法自然生成的，而不是受到付费第
三方影响的结果。

研究人员说，随着搜索结果页面上付费广告的呈
现越来越突出，给广告加标注就变得更加重要。有些
广告附带多个链接、星级评价及额外文字说明。有时
自然搜索结果根本不显示在搜索结果首页，尤其是在
屏幕较小的移动设备上，广告显示几乎占满了屏幕。

谷歌在付费广告链接旁加注黄色“广告”字眼，仅
以一条浅灰色细条区分广告与自然搜索结果。雅虎也
以浅灰色细条作为广告分界线，而必应则给付费广告
加上不易区分的浅色底色，这两家搜索引擎在付费广
告旁加注“广告”字样，但用的都是非常小的灰色字
体，对有的付费广告，它们也标示“赞助”。

而中国搜索引擎则偏爱用更模糊的“推广”二字。
百度在搜索结果下方超链接右侧以小号灰色字体标
示“推广”，并加注浅色背景。在“魏则西事件”引发舆
论关注后，百度撤下“推广”字样，但搜索一些关键词
时排在首位的仍是付费广告。 另一家中国搜索引擎

“搜狗”则只在超链接右侧标注了黄色的“推广”二字。
在中国，搜索引擎应如何区分广告与公众真正需

要的搜索结果方面，仍有待进一步规范。“广告与搜索
不分”的情况隐含多种风险，损害的是普通公众的利
益以及公平诚信的商业环境，对搜索市场的健康发展
也会带来威胁。如何出台更具约束力的规范，要求搜
索引擎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还应深度探讨。

（据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