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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3日讯（记者 蔡矜
宜） 北京时间3日凌晨， 随着C罗在
比赛最后几分钟顺利完成“戴帽”，
皇家马德里队主场3比0完胜同城对
手马德里竞技队， 卫冕冠军的一只
脚已踏进决赛。

马德里德比，一场期待值、关注
度绝不亚于决赛的对决，但回顾首场
欧冠半决赛却是以几无悬念的90分
钟结束。 这是两队连续第4年在欧冠
淘汰赛中遭遇，前三个赛季马竞均倒

在银河战舰的脚下。 本轮造访伯纳
乌，面对少了贝尔、佩佩的皇马，马竞
却仍未能改变其悲情的角色———本
场比赛， 葡萄牙球星C罗继续迎来爆
发，他在开场仅10分钟就为皇马首开
纪录，下半场又再入两球，替“白衣军
团”锁定胜局。两队将于北京时间11
日凌晨展开次回合较量。

连续两场淘汰赛上演“帽子戏
法”，32岁的C罗继续扩大着由其本人
保持的皇马队史进球记录。他在皇马

效力以来的个人俱乐部进球数已达
到400球，用时389场（比赛）。而他在
欧洲冠军联赛中的总进球数也已达
到103个，领跑欧冠历史射手榜。

本赛季至今C罗共为皇马打入
35球，其中欧冠打入10球。目前葡萄
牙人在2016-2017赛季欧冠射手榜
上仅落后排在首位的梅西1球，随着
银河战舰在该项赛事中的继续前
进，他极有希望超越阿根廷球星，第
6次摘得单赛季欧冠射手王的荣誉。

� � �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3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去年，我同总统先生
两次会晤，就改善和发展中菲关系达成
重要共识， 两国关系实现全面改善。当
前，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领域合
作全面展开，双方关于南海问题的对话
协商渠道也已经建立。这完全符合中菲
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得到亚洲邻

国和国际社会充分肯定。中菲要坚持两
国睦邻友好合作大方向，全力推进各领
域务实合作，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

习近平强调， 中方赞赏菲方作为东
盟轮值主席国为推动东亚合作沿着正确
方向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菲律宾是
中国友好近邻，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伙伴。我欢迎总统先生来华出席“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期待届时
同总统先生再次会晤。

杜特尔特表示， 当前菲中两国友谊
和团结得到加强， 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
迅速恢复和推进，我对此感到高兴。菲方
愿意同中方共同努力， 维护两国关系改
善和发展势头。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菲
方愿意推动东盟-中国关系更好发展，密
切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合

作。我期待着赴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

两国元首还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
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持实现半
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
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我们主张有关各方
保持克制， 尽快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的正确轨道。 中方愿意看到东盟为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C罗欧冠再演帽子戏法 皇马3球完胜马竞

卫冕冠军一只脚踏进决赛

张庆伟当选
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

据新华社哈尔滨5月3日电 中共黑龙江省第
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5月3日选举张庆伟为
省委书记，陆昊、陈海波为省委副书记，当选为省委
常委的还有张效廉、王常松、李海涛、孙尧、甘荣坤、
王爱文、张雨浦（回族）、王兆力、贾玉梅（女）。

习近平同菲律宾总统通电话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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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记者3日从财政部了解
到， 六部门日前联合发文要求地方政府不得以借贷资
金出资设立各类投资基金， 严禁地方政府利用PPP、
政府出资的各类投资基金等方式违法违规变相举债。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 人民银
行、 银监会、 证监会日前联合发布通知， 要求加强
融资平台公司融资管理， 规范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
合作行为， 并将建立跨部门联合监测和防控机制，
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

通知指出， 地方政府应当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 （PPP）。 允许地方政府以单独出资或与社会
资本共同出资方式设立各类投资基金， 依法实行规
范的市场化运作。

六部门联合发文:

严禁地方政府利用PPP
等方式违规变相举债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中国武术协会3日发
表声明称，徐晓冬魏雷“约架”行为有违武德，涉嫌违
法，对此应坚决反对。

声明说，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身健体、防身自卫、修身养性
的功能价值，包含套路、散打等多种运动形式，传统
武术是武术之根，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在
助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服务“健康中国”建设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需要更好地传承与弘扬。

声明称，由于传统武术种类繁多，仅国家正式认定
的拳种就有129种，在民间传习过程中，确实出现一些
乱象，需要进一步规范和管理。对个别虚假、违规、违法
行为，公众应按照规范程序报相关部门，由相关部门进
行处理，不能以“打假”的名义进行有违武德、涉嫌违法
的“约架”行为，更不能好勇斗狠、恶意炒作。

中国武协：

“约架”行为
有违武德涉嫌违法

� � � �青年朝气蓬勃，像早晨八九
点钟的太阳；青春富有梦想，在拼
搏奋斗中绽放光芒。 今天是五四
青年节， 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成立95周年纪念日。在此之际，
我们向全国共青团员、 各族青年

和广大青少年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贺！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

深情寄语广大青年不忘初心坚定跟党走，励志勤学、刻苦磨炼，在
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健康成长进步。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在
青年一代心中激起强烈共鸣，给亿万青年以巨大鼓舞和深深启示。

98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历史的星空，
宣告中国青年作为一支新生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922年，在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5年栉风沐
雨，共青团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团结带领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
前赴后继、勇当先锋，书写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华章。实践证明，共
青团不愧为党和人民事业的生力军和突击队， 不愧为党的得力
助手和可靠后备军。今天，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五
四精神，早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的血液；作为
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广大青年已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向标。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
调的，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
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今日
之中国，早已摆脱了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13亿多人
民正奋进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 从高速铁路施工的道桥到国产
航母舾装的现场， 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作业面到自贸区装卸
塔吊的操作台， 从精准施策誓拔穷根的贫困村到应急抢险救灾
的第一线……无处不浸润着青春的汗水，无处不刻印着青年的
奉献。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唱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当代青年才能以奋斗刷新青春
的意涵，承载起国家和民族的光明未来。

载人航天实验室中的科研达人，毅然回国创业的海归精英，
奔波于大街小巷的快递小哥，心怀梦想的网络歌手……今天，在
不同领域里奔跑的青春身影，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之源。
青年群体也日渐多元多样，他们思想活跃，个性鲜明，表达欲望
强烈，渴望人生出彩。因应青年发展大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前不
久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为做好青年工作
提供了指南。面对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的形势和任务，如何激发青
年智慧、凝聚青春力量？面对新时代青年的特点和诉求，如何贴
近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提供优质服务？作为党领导的先进青年
组织，共青团唯有深化自身改革，真诚关心和爱护青年，为放飞
青春梦想搭建舞台，才能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矢志不渝跟党走，
在时代洪流中绽放青春的光华。

青春，意味着拼搏、无畏、进取，象征着乐观、创新、开放。当代青
年经受经济全球化与互联网的双重洗礼，不少人知识储备丰厚、综
合素质过硬，获取信息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强，既充满活力又视野
开阔。青年运动先驱有言：“青年最要紧的精神，是要与命运奋斗。”
不甘平庸、锐意进取，是青春的通行证；消极懈怠、安逸享乐，只会辜
负美好韶华。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
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到祖国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振奋舍我其谁的精气神，激扬青春风采、
播撒青春气质，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才会嘹亮动人。

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 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属于青年。“青年
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
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今天，五四精神的火炬已
经传到这一代青年手中。 我们深情寄语广大青年， 请用青春作
桨、以梦想为帆，让青春之光照亮奋进之路。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载5月4日《人民日报》）

———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5周年

唱响新时代的
青春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