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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昆明备战世预赛：

里皮让我们更自信
据新华社昆明11月7日电 备战世

预赛亚洲区12强赛的国足7日在昆明海
埂基地进行了第五堂训练课，国足队员
吴曦和黄博文接受了媒体采访，他们都
表示里皮带给团队的最大变化是让队
员们更加自信。

7日的训练课从下午3时30分开始，
谈到里皮给球队带来的变化， 吴曦表
示，队伍从精神面貌到自信心都有了一
个比较大的改变，“他更加强调我们的
球感和团队自信心，一定要有这种（胜
利的）欲望。”

黄博文也认为， 里皮在5天的训练
课里主要强调整体进攻和全面压迫，

“里皮跟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自信，让
我们大家都自信一点，多接应、多跑，包
括无球跑动。”

对于里皮的训练风格，吴曦和黄博
文都认为里皮很职业、 要求非常严格。
吴曦说，每次训练前，队员还没到，两块
场地就已经全部布置完毕， 在训练中，
里皮会就准备活动、对抗、技战术等为
队员做详细的讲解，而且对每一个细节
的要求都非常严格。

黄博文透露，目前球队中的恒大队
员不管是训练还是私下，都会帮助其他
队员尽快了解里皮意图，包括让大家尽
快熟悉某个位置该怎么踢、每个位置有
什么要求、该怎么接应、该如何跑位。

目前， 国脚们经过几天的高原集
训，身体上都出现了不适反应，但教练
团队表示这很正常，希望国脚们尽快适
应，在有限的训练中把状态调整好。8日
晚，国足将与武汉卓尔队在昆明拓东体
育场进行一场教学赛。

责任编辑 李特南 孟姣燕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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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7日上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通过了网络安全法、
电影产业促进法、 关于修改民办教育促进
法的决定、 关于修改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决
定、 关于修改对外贸易法等十二部法律的
决定， 决定免去耿惠昌的国家安全部部长

职务，任命陈文清为国家安全部部长，免去
李立国的民政部部长职务， 任命黄树贤为
民政部部长、免去其监察部部长职务，免去
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 任命肖捷为财
政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53、
54、55、56、57、58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张德
江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引渡条约》的

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斯里兰
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
的条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2016年中
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全国
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
外事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分别提出
的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
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
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 任命盛光祖为全国人大
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会议经表决， 任命姜伟为最高人民法
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会议还表决了其他任免案。

表决通过关于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 表决通过网络安全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关于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等
决定任命陈文清为国家安全部部长、黄树贤为民政部部长、肖捷为财政部部长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两办出台意见：

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
依法适度兼职兼薪

据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
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实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充分发
挥收入分配政策的激励导向作用，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
好成果，推动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意见共7部分，分别从总体要求，推动形成体现增
加知识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扩大科研机构、高校收入
分配自主权， 进一步发挥科研项目资金的激励引导作
用，加强科技成果产权对科研人员的长期激励，允许科
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 加强组织实施
等方面予以论述。

意见强调，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
遵循4项主要原则：坚持价值导向，实行分类施策，激励
约束并重，精神物质激励结合。意见要求，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通过稳定提高基本工资、加大绩效工资分配
激励力度、落实科技成果转化等激励措施，使科研人员
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在全社
会形成知识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者得到合理回报的良性
循环，构建体现增加知识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

意见指出，从4个方面扩大科研机构、高校收入分
配自主权：引导科研机构、高校实行体现自身特点的分
配办法，完善适应高校教学岗位特点的内部激励机制，
落实科研机构、高校在岗位设置、人员聘用、绩效工资
分配、项目经费管理等方面自主权，重视科研机构、高
校中长期目标考核。

意见明确，该意见适用于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高
校和国有独资企业（公司）。

� � � � 11月7日是24节气中的立冬， 中央气象台发布寒潮蓝
色预警，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出现明显的大风降
温天气，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10℃以上。

①：市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旁的银杏大道上拍照。
②：一名行人走在山东省烟台市街头。
③：工作人员在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公园清扫积雪。

均为新华社发

李克强抵俄访问
据新华社圣彼得堡11月7日电 当地时间11月7日

上午， 李克强总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向皮斯卡廖夫公
墓纪念碑献花圈。

位于圣彼得堡市郊的皮斯卡廖夫公墓， 安葬着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近50万烈士和平民。 伴随
着默哀曲的肃穆旋律， 李克强冒着漫天飞雪的严寒天
气缓步拾阶而上，向公墓内的祖国母亲纪念碑献花圈。
军乐队随即奏响中俄两国国歌， 李克强向纪念碑行注
目礼，随后在俄高级官员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分列式。

检阅完毕后，李克强总理来到公墓陈列室参观。在
听取关于圣彼得堡人民在被法西斯军队长近900天围
困期间， 坚韧顽强抵抗侵略的壮烈历史后， 李克强表
示， 我们深切缅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牺牲的
烈士们，向付出巨大代价的人民致敬。

当地时间6日晚，李克强抵达圣彼得堡后，在俄
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陪同下参观了艾尔米塔什博物
馆。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了270万件油画、雕塑等
艺术品，是著名的艺术圣殿，也是世界最大、最古老
的博物馆之一。 李克强先后观看了古希腊、古罗马、
古埃及等不同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典艺术作品。
他多次在展品前驻足，仔细观赏品鉴，并不时与梅德
韦杰夫交流。

李克强表示，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艺术品，
充分体现了人类文明璀璨的多样性， 凝聚着人类对和
平和真善美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 当前世界各国应
进一步倡导文化多元、包容并蓄，推动友好交往、互学
互鉴，推动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和长久和平。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闭幕

立 冬

①

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