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胡浩

“库区独立公投”
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联合反对

据新华社巴格达9月21日电 伊拉克外交部21日
发表声明称，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三国外长在纽约
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区）政府放弃独立公投。三方
表示，如果库区坚持举行独立公投，三国将联手采取
反制措施。

“中国辉煌
是实打实干出来的”
———《辉煌中国》播出前两集引热议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由中宣部、中央电视台联合
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19日起在央视播出以来
引起热烈议论。无论是各相关领域单位负责人，还是普通观
众、网友，频频表达“作为中国人感到自豪”“为祖国骄傲”

“为中国的继续辉煌一起奋斗”等心声。
纪录片《辉煌中国》全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为脉络，全面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真抓实干，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展示五年来中国人
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真实记录中华民族
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观看《辉煌中
国》第一集《圆梦工程》后热血沸腾。“我看到了一个个奇迹
般的工程，架托起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让世界震惊的

‘圆梦工程’见证了中国的辉煌成就。”
安徽省亳州市筑梦社区是安徽省的第一个互联网+创

业示范园，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前来投身“双创”，从运营到
现在已经签约560多家企业。 其负责人田广东说，《辉煌中
国》纪录片第二集《创新活力》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新理念。

“从这个节目我们深刻地感到唯创新者进， 唯创新者强，唯
创新者胜。”他说。

微信网友“金陵未醉人”看过前两集后说：“中国辉煌是
实打实干出来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但自豪，还要努力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中国的继续辉煌一起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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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57 2 2 3
排列 5 17257 2 2 3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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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中国赛”汉寿站举行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 （通讯员 饶子帆 记者 王亮 ）

今天， 2017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二阶段常德汉寿
站进行， 这也是“环中国赛” 在湖南的最后一站。

“环中国赛” 来到汉寿， 受到当地人民的热情欢迎。
起点处， 赛道两侧围满市民。 “专业赛车看起来的确不太
一样”， “速度真快， 像阵风一样” …… 观众们热议不
停， 纷纷举着手机拍照纪念。 汉寿市民高绍云告诉记者：

“汉寿能承办这么大的赛事， 我为汉寿点赞。” 出发前， 当
地观众为中外来宾献上采莲船、 蚌壳舞等传统民间艺术，
深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自行车手。 常德汉寿位于洞庭
湖西滨， 是重要的楚文化传承地， 形成了独特的沧浪文
化、 屈楚文化。

经过激烈角逐， 意大利安德罗尼车队的马可·本法托
拿下赛段冠军。 澳大利亚的ISOWHEY运动洲际队斯科特
凭借本赛段的积分穿上冲刺蓝衫， 意大利安德罗尼车队的
凯文·里维拉依然保有个人总成绩最佳黄衫以及爬坡圆点
衫， “大中华最佳车手” 白衫的荣誉仍属于恒翔车队的陈
明润。

2017环中国赛接下来将转战湖北。

电竞综艺也火爆
《英雄联盟玩很6》累计播放量破亿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王亮）电子竞技越来越火
了。近日，芒果互娱·金鹰电竞与腾讯英雄联盟合作打造的
《英雄联盟》六周年大型户外综艺《英雄联盟玩很6》上线，
累计播放量已破亿，成为电竞综艺史上单期流量冠军。

PDD、大司马、骚男、若风、孙悟空、wAwa、阿冷和二珂
八位电竞大咖来到长沙，加盟《英雄联盟玩很6》。录制分“晨
游广电”、“橘洲深水炸弹”、“太平街绝味美食”、“电竞馆最
终solo”四个环节，前三个环节轻松有趣，“最终solo”的竞技
环节，则让节目回归竞技，进入高潮。节目上线一个多小时，
熊猫TV直播在线观看峰值就突破200万，腾讯官方渠道与
其他直播平台的累积播放量目前也已破亿。

《英雄联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电子竞技的发展，除
了联动各赛区发展职业联赛，每年还会举办“季中冠军赛”

“全球总决赛”“All� Star全明星赛”三大世界级赛事。

350公里！
“复兴号”开启
中国高铁新时速

“紧箍咒”
领导干部不能干预环境监测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
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21日正式对外公布。
意见提出，研究制定防范和惩治领导干部干预环境监
测活动的管理办法，重点解决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和相
关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影响，指使篡改、伪造环境
监测数据等问题。

“人道援助”
韩国通过国际机构向朝鲜提供物质

据新华社首尔9月21日电 韩国政府21日宣布，
将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向朝鲜
提供价值8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 这是文在寅政府上
台后首次决定对朝鲜提供人道援助。 此次人道援助
将通过物资援助的形式进行， 旨在改善朝鲜妇女儿
童的医疗健康状况。

新华简讯

� � � � 9月21日9时整，G1次中国标准动车
组“复兴号”驶出北京南站。历经4小时
28分的飞驰，抵达上海虹桥站。一路上，
“复兴号”最高时速达到355公里。350公
里时速的正式运营， 标志着我国成为世
界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中国已建成运营的2.2万公里高铁，
约有三分之一是按350公里时速设计建
造的， 今后将根据各线路的达标条件逐
渐提高时速。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新征程
找苗子搭架子“再出发”
“这一年太不容易了！” 省武术队

领队兼总教练游亮东难掩激动。 全国武
术套路冠军赛尚未落幕， 湖南武术队已
在男子双刀、 女子单鞭项目收获1金1
铜。

上世纪80年代和2003年， 湖南武
术两次“撤队”。 去年8月， 省武术队再
次组队。 一个尴尬的问题横在了游亮东
面前———苗子在哪儿？ 游亮东告诉记
者， 我省民间武术门派虽多， 但由于长
年没有专业队， 高水平竞技人才几乎是
空白。 建队之初， “找人” 成为当务之
急。

去年3月开始， 游亮东“周游” 全
国各地， 聘教练、 挑队员。 “我六去河
南， 四上北京， 三去陕西， 东南西北中
跑遍了。” 踏破铁鞋终有回报， 目前省
武术套路队在训12人， 8人是游亮东

“苦苦寻觅” 而来。
有“外来客”， 也有“自家人”。 张

昆就是省内涌现的好苗子， 习武已10余
年， 多次参加各类武术比赛， 力量大、
速度快的优势被游亮东“惦记着”。 由
于之前省内没有专业队， 小伙子险些
“流失” 到北京。 后来， 游亮东帮他联
系到长沙市一中读书， 去年正式招入省
队。 经过一年的集训， 张昆进步很快，
收获了省武术队组队以来的首个全国冠
军， 今年高考还被首都师范大学录取。

此前只能借用省柔道队训练馆的
省武术队， 在今年6月18日也终于有了
自己的训练馆。 目前， 省武术队套路
和散打两个项目共有48名队员、 4名教

练员。

新思路
巧训练育武德是“法宝”
搭稳了架子，省武术队要“撸起袖子

加油干”。 游亮东说：“我们要找准定位，
充分发挥湖南人灵活敏捷的优势， 武术
套路以对练项目为突破口， 散打项目则
主攻轻量级别。”

选来的苗子基础不同，“一刀切”行
不通。游亮东和教练团队一合计，开辟了
新思路———根据队员自身条件确定主攻
项目，这在游亮东看来堪称“法宝”。此次
冠军赛， 收获女子单鞭铜牌的16岁小将
杨歆琦就是新思路下的“受益者”。游亮

东介绍， 杨歆琦在同龄选手中有身高优
势，力量强，擅长空翻，根据这些特点，她
的主攻项目由对练改为单鞭，“她的空翻
又有难度，又有力度，为这次冠军赛加了
不少分。 这让我们更加坚定这样的培养
思路。”

“武德” 教育是省武术队的另一法
宝。从建队初期游亮东便有个信念，要让
每一个进入省武术队的队员， 走出去都
是人才。据他介绍，武术运动与其他竞技
项目不同， 必须带着对武术文化的理解
去做每一个动作，否则很难“出味”。因此
在平日训练中，队员的武德、武礼、武仪
培养成为一个重点， 全队还将武术文化
纳入运动员的考核。

� � � �9月21日进行的2017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中，20岁的安化小伙子张昆夺得男子双刀
金牌，收获我省武术队自去年8月组队以来的首个全国冠军。这支“年轻”的队伍经过一年
多的探索———

湖南武术“新”气象

“双一流”如何选出？意味什么？

� � �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双一流”） 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21日公布， 其中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42所，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 围绕为什么要实施“双一流” 建设、 如何遴选认定等问题， 教
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进行了权威解读———

“双一流”建设因何而来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是党中央、 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

2015年10月， 国务院印发 《统筹
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
方案》 提出总体目标为： 到2020年，
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
列， 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到2030年， 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
界一流行列， 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
大学前列， 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
前列， 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 到
本世纪中叶，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
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 基本建成高等
教育强国。

三部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双一
流” 建设实施推进总的原则是稳中求
进、 继承创新、 改革发展， 即从建设基
础出发， 平稳开局， 平稳过渡， 平稳推
进， 不搞全体发动、 推倒重来； 充分考
虑“211工程” “985工程” 等高等教
育重点建设基础， 继承好已有建设成
效， 同时创新建设管理模式， 充分调动
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 促进高等教育区
域协调发展； 以改革为动力， 既坚持竞
争开放、 动态调整， 打破身份固化， 强
化绩效激励， 又强调改革引领、 深化综
合改革， 切实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 提
高质量。

“双一流”如何遴选认定
通过竞争优选、 专家评选、

政府比选、动态筛选产生

三部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双一
流” 建设高校通过竞争优选、 专家评
选、 政府比选、 动态筛选产生， 认定遴
选程序主要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 根据国务院 《统筹推进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以及三部委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 （暂行）》， 组建

“双一流” 建设专家委员会， 具体承担

遴选认定和审核建设方案的有关工作。
第二步， 依托专家委员会， 以学科

为基础， 确定遴选认定标准， 产生拟建
设高校名单及拟建设学科。 具体分为三
个环节： 综合考虑有关第三方评价的权
威性、 影响力及高校认可度， 论证确定
采用的第三方评价结果； 以中国特色学
科评价为主， 特别是反映人才培养和学
科水平的评价， 酌情参考国际评价， 统
筹考虑国家战略、 行业区域急需、 不可
替代性等因素， 论证形成一流学科建设
高校认定标准； 根据认定标准， 遴选产
生137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议名单，
随之对应产生了拟建设学科。

在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议名单基础
上， 综合评价论证提出42所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建议。 此后， 根据专家委员会

的建议， 三部委审议确定“双一流” 拟
建设高校及拟建设学科名单。

第三步， 确定拟建设高校的建设方
案。

第四步， 三部委根据专家委员会意
见， 研究确定一流大学、 一流学科建设
高校及建设学科， 报国务院批准。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何
设立A、B两类

提升主动性和积极性， 打破
身份固化、激发建设活力

据介绍，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遴
选， 既要体现冲击一流的水平， 也要与
我国国情国力相适应； 既要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布局， 也要与以往重点建设项目
平稳衔接。 考虑到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
整体建设任务更重， 示范效应更加明
显， 更需要提升主动性和积极性， 为打
破身份固化、 激发建设活力， 将一流大
学区分为A、 B两类。 这样做主要是希
望督促所有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加快改
革、 加快发展， 并推动归入B类的高校
正视差距、 奋起直追。

在具体工作中， 将做到三个同等，
即同等重视、 同等建设、 同等评价。

入选“双一流”意味着什么
不搞终身制， 对建设过程实

施动态监测，实行动态管理

“‘双一流’ 不搞终身制。” 三部委
有关负责人介绍， “双一流” 建设以学
科为基础， 对建设过程实施动态监测，
实行动态管理。 建设过程中， 将根据建
设高校的建设方案和自评报告， 参考有
影响力的第三方评价， 对建设成效进行
评价。 根据评价结果等情况， 对实施有
力、 进展良好、 成效明显的， 加大支持
力度； 对实施不力、 进展缓慢、 缺乏实
效的， 提出警示并减小支持力度。 对于
建设过程中出现重大问题、 不再具备建
设条件且经警示整改仍无改善的高校及
学科， 及时调整出建设范围。 建设期
末， 将根据建设高校的建设方案及整体
自评报告， 参考有影响力的第三方评
价， 对建设成效进行期末评价。 根据期
末评价结果等情况， 重新确定下一轮建
设范围， 有进有出， 打破身份固化， 不
搞终身制。

三部委有关负责人强调， 此次遴
选认定所产生的是“建设” 高校及

“建设” 学科， 重点在“建设”， 是迈
向世界一流的起点， 而不是认定这些
学校和学科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 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还要看最终的建设成效 。 下一
步， “双一流” 建设进入新阶段， 重
心将从遴选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转换
到有效推进实施上来， 建设高校将从
凝练学科方向、 编制建设方案转化到
全面落实上来。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