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超“七雄”6队换帅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蔡矜宜）随着上海绿地

申花俱乐部9日晚宣布与主帅曼萨诺解除合约，被誉为中
超“战国七雄”的广州恒大、江苏苏宁、上海上港、上海申
花、山东鲁能、北京国安和河北华夏幸福队，除了“六连
冠”恒大外，其余6队均在今年换了主帅。

上海双雄上赛季的表现相对平稳。但是，上港队在赛季
结束后放弃带队杀入亚冠八强的埃里克森， 选择了葡萄牙
人博阿斯；申花队也宣布率队时隔5年重获亚冠资格的曼萨
诺下课，这意味着，俱乐部想要的不止是亚冠，还有中超冠
军。由于申花队将于明年年初出征亚冠联赛资格赛，因此俱
乐部需尽快完成选帅工作， 确保球队接下来的冬训顺利开
展，目前申花高层已经着手开始相关选帅工作。

恒大6大对手全部换帅， 他们共同目标就是撼动其霸主
地位。事实上恒大早已预估了危机，所以一度签回了里皮。然
而最终“让”出银狐后，下赛季，斯科拉里的恒大还撑得住吗？

责任编辑 孟姣燕 李特南 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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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中央军委
后勤工作会议11月9日至10日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要
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 坚持
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 依法治军， 聚焦保
障打赢， 加快转型重塑， 发扬后勤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 努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
勤，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有力保障。

习近平在讲话中回顾了我军后勤工
作的发展历程， 充分肯定我军后勤工作
在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作出的重大贡献。 他指出， 强国强军必
须强后勤。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后勤建

设必须跟上， 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 后
勤战线全体同志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
强化使命担当。

习近平强调， 要加强后勤建设战略筹
划和指导。 要着力建设一切为了打仗的后
勤， 坚持保障打仗的根本指向， 研究后勤
保障机理， 推进后勤理论创新， 制定后勤
发展战略和联勤保障方案计划， 抓紧解决
制约后勤保障力生成提高的重点难点问
题。 各级党委和各级指挥员要高度重视后
勤工作， 按照打仗要求建后勤、 用后勤。
要着力深化后勤改革， 完善联勤保障机
制， 优化后勤力量结构布局， 推进后勤政
策制度改革， 加快构建具有我军特色、 符

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后勤组织模式、 制
度安排、 运作方式。 要着力加强后勤科学
管理， 坚持勤俭建军， 强化财力资源集中
统管， 加强军队资产统一调配使用， 完善
科学标准体系， 推进管理革命。 要着力推
进后勤军民融合， 依托国家主渠道、 借力
地方政府、 融合社会力量， 打造一批军民
融合创新示范工程， 把国家实力转化为强
大的保障力。

习近平指出， 要抓好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在全军的学习贯彻， 推动后勤工
作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抓根本、 铸
军魂， 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全
面彻底肃清郭伯雄、 徐才厚流毒影响， 教

育广大党员、 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 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
识、 看齐意识， 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 坚
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 要抓组
织、 严制度， 严肃开展党内政治生活， 根
据后勤工作特点加强党内监督， 把各级党
组织搞得很坚强很过硬。 要抓作风、 惩贪
腐， 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
行到底， 教育广大后勤人员特别是领导干
部分清公私两个字， 砥砺品德操守， 清清
白白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 要抓队伍、 强
素质， 选准用好干部， 加快建设高素质新
型后勤人才队伍， 为兴后勤、 强后勤提供
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强调

努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 � � �据新华社深圳11月10日电 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
10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
信，对论坛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中国博物馆事业已有100多年历史。 近
年来，中国各类博物馆在场馆设施建设、藏品保护研究、陈
列展示和免费开放、满足民众需求、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等
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
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习近平强调，希望出席本次论坛的嘉宾们集思广益、
凝聚共识，让世界各国博物馆的丰富馆藏都活起来，为共
同保护文化多样性、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促进人类文
明进步作出贡献。

习近平向国际博物馆
高级别论坛致贺信

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截至10日，十八届中央第十
一轮巡视已进驻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外文局等19个地区
和单位，包括进行巡视“回头看”的北京、重庆、广西、甘肃4省
区市。

中央巡视组已进驻的19个地区和单位分别是： 中央文
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光明日报社、中国日报社、经济日报
社、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
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归
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台湾同
胞联谊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等15家单
位，和北京、重庆、广西、甘肃4省区市。

经中央批准， 十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将对包括上述
15个单位在内的27个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视，同时对4个
省区市进行“回头看”。根据安排，15个中央巡视组将于11月
6日至15日完成进驻工作。

十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
已进驻19个地区和单位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自2014
年中宣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九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打击新闻
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的通知》，部署开
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以
来，严肃查处了多起严重违法违规案件，

有效规范了新闻采编秩序。
11月1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公开通报《新安晚报》《华西都市报》《广
州日报》《南湖晚报》《华夏时报》《法治
周末》6家媒体发布虚假失实报道的查
办情况。

《新安晚报》等6家媒体被通报
发布虚假失实报道

� � � � 11月10日，在印尼召
开的国际刑警组织第85
届全体大会上， 中国公安
部副部长孟宏伟高票当选
新一任主席，任期4年。 国
际刑警组织是唯一的全球
性警察合作组织， 也是仅
次于联合国的第二大政府
间国际组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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