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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当今世界发展图景， 两种气象对比
鲜明： 一面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
复苏乏力， 西方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制
度性危机； 另一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显著， 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光明前景。

中国方案、 中国思路成为全球热议
话题。诸多探究中，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
伯特·库恩的结论是，中国奇迹的关键在
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所展现的非凡领
导力。

放眼全球各国政党， 连续执政逾30
年的屈指可数， 中国共产党执政68年并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辉煌成就， 为政党长
期执政写下举世瞩目的“中国策”。

理论先进 道路合身
先进理论与具体国情结

合，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同年，
德国卡尔迪茨出版社数据显示，《资本
论》销量增长近3倍，一度脱销。“重新发
现马克思” 成为西方反思危机时的新呼
声。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慨
叹，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
思主义求教。

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
遍真理。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思想， 使之成为凝聚亿万中
国人民的思想核心。

从革命时期领导民族独立解放斗
争，到改革开放时代探寻国富民强之路，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
结合， 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
理论成果。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举旗定

向，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高
度，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根纳季·久加诺夫坦言：“在亲眼见证中
国的发展后可以肯定， 中国不可思议的
跨越式发展， 基础在于始终没有放弃社
会主义发展方向。”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上世
纪后期，一些国家照搬西方模式，以新自
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改造经济，结果
造成政局动荡、经济衰退，教训深刻。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
哪个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

今年4月，乌拉圭执政党“广泛阵线”
主席哈维尔·米兰达率团赴云南省怒江
调研中国精准扶贫。中国共产党“五级书
记抓扶贫” 的力度和成果给他留下深刻
印象。

作为乌拉圭连续三届执政党的主
席， 米兰达深知长期执政之难。“执政党
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持社会的公平与公
正，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为其他国家
的执政党树立了典范。”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 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这是中国共
产党赢得群众拥戴的关键所在。

民为邦本，是中国传统的治理智慧。
从毛泽东的“人民万岁”，到习近平

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不是哪
个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 是中国共产党
长期执政的根基所在。

哈萨克斯坦共产人民党中央委员会
书记阿依肯·科努罗夫指出：“中国共产
党领导干部的从政经历都是从基层开
始，他们熟悉群众，了解人民疾苦，始终
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这是中国共产党
与西方国家执政党的根本区别。”

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变化，
新兴阶层不断涌现， 传统执政党普遍面
临社会基础萎缩的挑战。 始终代表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定位， 使得中国共产
党的代表性有着其他政党无可比拟的拓
展性和开放性。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
团结和吸纳社会各阶层先进分子加入其
中，更好地凝聚共识，寻求中国共产党代表
全国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长期执政的
社会群众基础得以不断夯实和扩大。

选贤任能 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立

于不败之地，离不开超强的自
我革新、自我净化能力

中国的领导者真的比我们的更好
吗？美国“政治”网站如此设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是经历最为
严格的选拔选举程序后产生的， 而美国
议员却可以通过哗众取宠地迎合选民跻
身国会。 一番对比之后，“政治” 网站发
问：“以我们的方式选出的领导者真能达
到他们的水准吗？”

美国《外交》杂志刊文指出，中国共
产党干部选拔选举机制以绩效和才干为
尺度，其效力“恐怕连最成功的商业公司
都会自叹弗如”。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解读中国
发展奇迹时就曾指出， 是十几亿中国人
中最杰出的人在掌舵着这个国家。

善治之道，选贤任能。中国共产党对
此历来高度重视， 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

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问题来抓。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这是习近平的
重要论断。

选贤任能让中国共产党组织肌体充
满活力， 从严治党则赋予肌体以强大的
自净力。从早已有之的纪律监察机制，到
中央巡视工作成为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
安排， 中国共产党自我监督力度持续升
级， 为保持组织纯洁性提供了强有力的
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整治四风，打“虎”拍
“蝇”，以“法无例外”的刚性和“壮士断
腕”的勇气激浊扬清、弘扬正气，让百姓
看到中国共产党解决自身问题的决心和
能力，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阿根廷“亚洲与阿根廷”研究中心主
任古斯塔沃·吉拉多认为：“中国共产党
具有极强的自我净化和纠正能力， 一旦
发现制度漏洞或组织问题就会采取措施
及时纠正， 习近平深入开展的强力反腐
斗争就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净化的很
好例证。”

战略智慧 谋远之心
长期执政的稳定性和远

大抱负使中国共产党形成令
许多国家执政党羡慕的战略
规划能力

西式民主国家党争内斗由来已久。
“府院之争”“否决游戏”导致重大政策拖延
多年不决； 特殊利益阶层利用院外游说绑
架决策； 不同政党上台执政带来国家政策

“翻烧饼”， 造成资源巨大损耗等现象不一
而足。

中共中央党校黄相怀教授认为，西
方有“选举经济周期”的说法，然而中国
共产党在其执政实践中保证了国家大政
方针的长期稳定性。

得益于长期连续执政， 中国共产党
形成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能
力， 以国民经济五年规划最为典型。从

“一五”开启大规模工业建设，到“十三
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通过
60多年不懈努力， 串接起人类历史上最
宏大的现代化进程。

美国《福布斯》杂志一篇反思西方制
度的文章写道：“我们目前的体制不能实
施类似五年规划的方案， 因为我们无法
让政客承担责任。”

美国经济学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罗伯特·恩格尔说：“中国在为下一代
制定五年规划之时， 美国只在为下一届
选举规划。”

“中国对未来充满自信，因为他们规
划好了自己的每一步， 不放弃为全体人民
谋福祉这一伟大目标。 中国的战略规划不
局限于五年规划， 中国领导人放眼更长时
期，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久加
诺夫说。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世界解读

最高法：

严厉打击以互联网金融名义
进行的违法犯罪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记者10日从最高人民法院
获悉，最高法近日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
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 就人民法院加强金融审判工作，保
障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提出了30项意见。

意见规定，依法认定互联网金融所涉具体法律关系，据
此确定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依法严厉打击涉互联
网金融或者以互联网金融名义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 规范
和保障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意见提出，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导
和规范金融交易。要遵循经济、金融的发展规律，以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为价值本源，依法审理各类金融案件。对于能够实际降
低交易成本，实现普惠金融，合法合规的金融交易模式依法予
以保护。对于以金融创新为名掩盖金融风险、规避金融监管、进
行制度套利的金融违规行为，要以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确定
其效力和权利义务。对于以金融创新名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
者集资诈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降低实体经济成本、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上，
意见提出严格依法规制高利贷， 对超过民间借贷利率司法
保护上限的利息不予保护，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依法
审理证券、 期货民商事纠纷案件， 规范资本市场投融资秩
序， 引导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准确适
用保险法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促进保险业发挥长期稳
健风险管理和保障的功能。

非法集资行为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打
击惩治非法集资行为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 意见对此提
出，要依法公正高效审理非法集资案件，持续保持对非法集
资犯罪的高压态势。针对非法集资犯罪案件参与人数多，涉
案金额大，波及面广，行业和区域相对集中的特点，加强与
职能机关、 地方政府的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 提升处置效
果，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朝鲜：

8月中旬
完成关岛包围打击方案

据新华社平壤8月10日电 朝鲜军方10日说， 将于8月
中旬完成关岛包围打击方案并上报朝鲜核武力总司令金正
恩，方案内容包括同时发射4枚中远程弹道导弹打击关岛周
边30至40公里水域。

朝中社援引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金洛谦大将的话报道
说， 朝鲜人民军战略军正慎重考虑通过同时发射4枚“火星
-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对关岛进行包围打击的方案，朝
鲜发射的导弹将通过日本岛根县、广岛县和高知县上空，飞行
约3356.7公里、1065秒后，落到关岛周围30至40公里的水域。

金洛谦说， 朝鲜此次准备采取的军事行动将成为朝鲜
半岛及其周边地区制止美国行为的有效办法。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
久终于把梦实现。”十年磨一剑，伦敦
的雨夜略显寒意， 然而首金的光芒足
以温暖每一个中国人。此时此刻，身披
五星红旗的巩立姣内心艳阳高照。

梦想， 总是越逼近越难及 。从
2007年大阪世锦赛获得第七名，埋下
梦想的种子，一梦十年，巩立姣拿下了
世锦赛1银2铜、奥运会1银1铜。在她
永不言弃的追梦道路上唯独缺少了一
枚金光灿灿的大赛金牌。

个人第六届世锦赛，28岁的巩立
姣终于把所有的不甘和委屈连同铅球
一起抛了出去！

本次比赛之前，人们就对巩立姣
十分有信心，是因为她今年成绩太好
了， 目前已拿下钻石联赛三连冠。来
到伦敦后，巩立姣的状态一如期待的
“顺风顺水”———决赛中，不少选手受
雨水影响技术走样、铅球脱手，但巩
立姣却一投比一投稳，她从首轮开始

取得领先，六次试投五次成绩都在19
米以上。19米94，带着全场最好成绩，
巩立姣在可容纳七万人的伦敦碗成
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冠军。里约奥运会
季军、匈牙利选手马顿以19米49获得
银牌，来自美国的奥运冠军卡特以19
米14的成绩摘铜。

“自己天天做梦，都会梦到这个
画面。今天实现了，却感觉还在梦里
面。”泪水与雨水交织，终于打破那道
让自己一度抑郁的“无金魔咒”，练了
17年体育的巩立姣像个孩子一样跳
了起来……不过伦敦碗的突破并不
是她的终点，梦还在3年后的东京，那
时巩立姣将年满31岁：“到东京奥运
会是必须的，爬也要爬过去！”

� � � �北京时间10日凌晨，
巩立姣以19米94的成绩
夺得田径世锦赛女子铅球
冠军， 这是她个人世界大
赛的首枚金牌， 也是本届
赛事中国田径队的首金。

一梦十年
“姣”傲伦敦

� � � �巩立姣在决赛中。

《全民健身指南》发布

体育健身方案
更具个性化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全民健身
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新闻发布会10日
在国家体育总局举行。《指南》项目负责人、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主任田野
在发布会上介绍了《指南》的研究过程和基
本内容，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田野介绍说，该《指南》详细介绍不同
体育活动方式的健身效果、体育健身活动
强度监控方法，在科学检测和评价个体身
体形态、机能、运动能力和体育活动习惯
的基础上， 制定个性化体育健身活动方
案，突出个体精准化体育健身特点。

在谈到《指南》未来的推广问题，田野
表示：“《指南》可以针对个人提供运动能力
测试的评价程序和方法。 另外除了目前这
个版本， 后续我们将出版配套的体育健身
活动指导书、编制个性化运动健身APP、开
发新一代体育健身活动可穿戴设备等。 ”

该《指南》已先后应用于“科学健身，
全民健康”全国运动健身指导活动，全国
运动健身科普活动，各省区市、学校、社区
运动健身指导活动中。

� � � � 在10日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1轮比赛
中，广州恒大客场以3比0力克辽宁沈阳开
新，继续领跑积分榜。图为恒大队球员高
拉特（上左）头球攻门得分。

� � � �湖北省恩施州将高山无公害蔬菜的种植作为促进高寒山区农民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支柱产业进行发展， 让高山蔬菜利用
发达的现代物流销往全国各地。 图为8月8日， 宣恩县椿木营乡甘竹坪村的菜农在移栽蔬菜苗。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15 2 1 2
排列 5 17215 2 1 2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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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安排1.8亿元
支持四川新疆抗震救灾
九寨沟震区7万余名滞留人员安全疏散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记者10日从财政部获悉，针
对四川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日前发生地震山洪灾害，中
央财政已拨款1.8亿元用于两地抗震救灾。

据了解，为帮助新疆地震灾区做好救灾工作，中央财政
10日紧急下拨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8000万元，用于灾区
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
建等救灾支出。

此前一天，财政部、民政部向四川省安排中央财政自然
灾害生活补助资金1亿元， 主要用于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
和凉山州普格县山洪灾区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 过渡期
生活救助、 倒损民房恢复重建和向因灾遇难人员家属发放
抚慰金，支持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四川九寨沟县8日发生7.0级地震，截至10日12时，地震
已致20人遇难、431人受伤。新疆精河县9日发生6.6级地震，
截至10日18时，地震共造成32人受伤（3人重伤）、307间房
屋倒塌，5469间房屋裂缝受损。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公安部交管局10日表示，目
前四川省九寨沟震区7万余名滞留人员得到安全疏散。

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立即
组织警力对灾区进行交通管制，及时发布交通管制通告，确
保社会车辆只出不进、核心区域道路通畅。截至8月10日13
时，四川省公安交管部门累计投入警力3675人、各类警用车
辆1900余辆次参与灾区抢险救援和受困游客、群众安全转
移，设置交通管控点和疏导点16个，疏散灾区滞留车辆1.3
万辆，协助疏散景区各类滞留人员7.1万余人。

� � � � 8月10日， 参与救援的医护人员在九寨沟直升机场接
运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