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广州恒大官方11月9日宣布，卡纳瓦
罗正式出任球队主教练一职，任期五年。
两年半后， 这个意大利人又回到了在中
国执教的起点。

卡帅和恒大的缘分与里皮有关，2014
年11月，里皮突然宣布下赛季将改任俱乐部
技术总监，并推荐卡纳瓦罗担任球队执行主
教练，卡纳瓦罗就这样“接”过了恒大教鞭。

2015年2月，里皮与恒大正式解约，
离开了“庇护” 的卡纳瓦罗走得并不顺
利，在恒大的角色也始终摆脱不了“被比
较”的尴尬。执教期间他总共带队23场，
11胜6平6负，胜率只有47.8%，比里皮低
了近20个百分点。

卡纳瓦罗在恒大的生涯因天津终
结，也因天津再次开启。

2015年6月， 在主场与天津泰达战平
后，恒大选择“闪电”换帅，斯科拉里成为继
任者。遭遇“下课”的卡帅于一年后接手了
彼时还处于中甲阵列的天津权健， 这一决
定，多少有点自我救赎的意味。

14胜1平3负，2016年，卡纳瓦罗带着天
津权健以中甲头名身份完成冲超大业，这
支新军因为卡帅的到来焕然一新。2017年7
月，本赛季第15轮主场迎战老东家恒大时，
天津权健用4比3终结了对方的十连胜，在
与自己的继任者斯科拉里的交锋中， 这一
次，卡纳瓦罗赢得着实漂亮。随着2017年中
超联赛落幕， 卡帅将天津权健的排名带到
了季军位置， 而球队在中超首赛季就夺得
亚冠资格也堪称奇迹。

告别卡纳瓦罗的天津权健即将迎来
葡萄牙人保罗·索萨，重拾“旧爱”的广州
恒大也开始为下赛季做新的畅想。 发布
会上， 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
表示，球队明年的目标将是“八连冠+三
冠王”，即中超联赛连续第八个冠军以及
球队第三个亚冠联赛冠军。

“非常开心和荣幸能回到这里。我在
走之前说过， 我有一天还会回到这里。”
面对再次向自己抛出橄榄枝的老东家，
此时的卡纳瓦罗少了尴尬，多了底气，这
次的归来，分量显然不同以往。

2017年11月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周倜 肖丽娟 李特南时事·体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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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
上”。 毛泽东1949年秋天的豪迈预言，在
几代人的接续奋斗中， 变成今日中国的
现实。2017年秋天，新时代共产党人踏上
新征程，开启了历史新篇章。

“2019年，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以此标定继往开来的历史方
位；“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建设得更加繁荣
富强”，以此明确继续奋斗的时代使命。10月
25日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讲
话点燃一个国家的壮志豪情。人民共和国的
光荣载入史册更写在未来，这份光荣属于亿
万中华儿女，这份责任属于我们这一代人。

犹记1949年开国大典的阅兵式，因为
飞机太少只好飞了两次； 犹记1984年35周
年国庆阅兵，让西方媒体惊呼“一个沉睡的
东方巨人醒了”。而今威武雄壮的朱日和阅
兵，让世界感叹“中国的强大可见一斑”。从
满目疮痍到繁荣昌盛，由筚路蓝缕到走向
复兴，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
增长贡献率超过30%……进入新时代的中
国，不再只是“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
更是“世界之中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
富有创见的“中国方案”。前承几代人的求
索，后启一个民族的梦想，当我们抵达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间节点时，一定能
自豪地告慰前辈：这盛世，如你所愿。

历史，往往需要经过岁月的风雨才能看

得更清楚。这段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历
程，之所以推动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
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是因为人
民共和国的众志成城。在这条前后相续的道
路上，党的十九大标定了一块里程碑。由此
出发，我们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建成一个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更
加清晰地感到，一个由苦难而辉煌、经沉沦
而奋起的中国，一个让社会主义焕发出全新
生机的中国，一个促进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
的中国，有创造历史的激情，有实现梦想的
能力，有续写奇迹的信心。

“世界上其他大国都没有这么长远

清晰的规划， 这让许多人感到震撼”，党
的十九大擘画的蓝图令世界瞩目， 也将
开启人民共和国的新征程。 让现代化与
13亿多人口全方位结合， 让超过10万亿
美元的经济规模保持高质量增长， 让生
态与发展相协调、先富与共富相统筹、增
长与转型相兼顾，“中国号” 巨轮前行的
每一段都有风浪考验， 但只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亿万人民撸起袖子同心干， 一定能把我
们的人民共和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
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
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日新月
异的中国， 回应着共和国缔造者们的期
盼，更展现出一个伟大民族的光明前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渐行渐近，一
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将屹立于世界东方。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载11月10日
《人民日报》）

把人民共和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③

人民日报评论员

卡纳瓦罗重返广州恒大执教

好马也吃“回头草”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 � � �据新华社万象11月9日电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
国外文局、中国驻老挝大使馆主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老
挝文版首发式9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民在首发式上致辞时
说，在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即
将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老挝文版
的出版发行具有重要意义， 有助于增进老挝人民更好地了解
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也有助于推动中老两
党、两国更好地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收录了习近平主席在2012年11
月15日至2014年6月13日这段时间内的讲话、 谈话、 演讲、答
问、批示、贺信等79篇。2014年9月出版发行以来，该书已先后
推出24个语种、27个版本， 全球发行660多万册。《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老挝文版由中国外文出版社与老挝国家图书出版发
行社合作翻译出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老挝文版在万象首发

监控视频令人震惊 托幼服务监管缺位

携程亲子园事件谁之

� � � �携程亲子园是上海市总工会首批
挂牌的12家“职工亲子工作室”试点之
一。机构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在2016年
2月开园，占地约800平方米，包括幼儿
活动教室、保健室、保洁室等，共开设5
个班，超过100名儿童在园。这一机构
的设立，旨在解决携程职工1岁半至3岁
左右的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家中无人
带教的困扰。实际上，携程亲子园推出
以来，名额一直“供不应求”，在携程内
部员工中颇受欢迎。

这样一家社会力量办的托幼机
构，其开办主体却是千头万绪。根据上
海市妇联8日晚的公开回应：“携程亲子
园是携程开办的企业内部托幼机构，委
托《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为了
孩子学苑）日常运营管理，自2016年春
节后正式运营。《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

服务部属独立法人单位。”
也就是说， 杂志社的读者服务部，

即“为了孩子学苑”系携程亲子园的承办
方，与携程之间属委托运营管理关系。

携程亲子园项目负责人张葆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携程
亲子园） 是符合规定在做这件事情
的，具备相关资质。”

但根据上海工商部门公开信息，
《现代家庭》 杂志社读者服务部系全
民所有制企业，其经营范围与教育最
相关的仅为“育儿保健咨询”和“开展
有益于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活动”，
并不明确包括教育培训。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向记者表
示， 该托幼机构未在教育部门备案，
不属于正规的教育机构。有师资培训
的需求，教育部门才会协助。

� � � �相关专家认为，携程亲子园事件
折射了0-3岁托幼工作在内的学前
教育面临的“两多两少”现状。这一事
件令人痛心，更是暴露出当前托幼服
务中的不足和漏洞。

———需求多但托幼资源少。
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教授蔡

建国说，随着二孩政策落地，社会对
于儿童抚育需求日增，但由于种种原
因，各地存在孩子多而幼托班学位少
的现状，0-3岁的托幼资源更是短
缺。 但是大力发展3岁以下婴儿照料
机构的同时必须恪守底线， 确保正
规，幼师等人员任用更不能“拉到篮

子里都是菜”。
———主管单位多但统一监督少。
业内人士指出，如今0-3岁托幼

机构的主办者主要包括地方妇联、卫
生计生、总工会等部门和团体，监管
也是“谁办谁管”。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吴遵民认为，应当明确统一的监管部
门，防止出现“都管都不管”现象。

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汤啸天
建议，建立社会力量办学“黑名单”制
度， 除了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外，对
存在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和懒政怠
政不作为的，应坚决追究惩戒。

（据新华社上海11月9日电）

过

�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祥源文化（原万家文化）9日晚
公告，公司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证监
会拟决定对黄有龙、赵薇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
采取五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据了解，祥源文化、龙薇传媒等涉嫌信披违法违规案已调查
完毕。告知书显示，龙薇传媒在自身境内资金准备不足，相关金融
机构融资尚待审批，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以空壳公司收
购上市公司，且贸然予以公告，对市场和投资者产生严重误导。

证监会将依法拟对龙薇传媒、万家文化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60万元罚款；对孔德永给予警告，并处30万元罚款；对
黄有龙、赵薇、赵政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对孔德
永、黄有龙、赵薇分别采取五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涉嫌信披违法违规

赵薇等人被罚
五年内禁入证券市场

� � � �一段视频近日在网络热
传：上海携程亲子园一名工作
人员粗暴扯下一名女童背包
砸在地上，并将孩子推倒；另一
段视频则显示，一名工作人员
强行喂一名男童吃下不明食
物。 上海长宁公安分局9日宣
布，警方在介入调查携程亲子
园事件后，已对涉事4名工作人
员中的3人依法刑拘。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06 1 2 5
排列 5 17306 1 2 5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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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国务院
办公厅日前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首次对消防安
全责任制的实施作出全面、具体规定，进
一步明确消防安全责任， 建立完善消防
安全责任体系， 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
火灾事故发生。

《办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 政府主要
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分管负责人为主

要责任人。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
督管理，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管行业必须
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
必须管安全的要求，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依法依规做好本行业、 本系统的消防安
全工作。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
是本单位、本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本
单位、本场所消防安全全面负责。

《办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 将消
防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
立常态化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机制， 依法
建立公安消防队和政府专职消防队，组
织领导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等。同
时，《办法》细化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市、县级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
府和街道办事处的消防安全专属职责。

《办法》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

关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 在涉及消防安
全行政审批、公共消防设施建设、重大火
灾隐患整改、 消防力量发展等方面工作
不力、失职渎职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
员责任， 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因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发生一般及
以上火灾事故的， 依法依规追究单位直
接责任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
际控制人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办法》

进一步明确消防安全责任

迪拜航展

中国空军完成“首秀”

� � � � 11月9日，中国空军根据迪拜航展主办方安排，首次进行了检
验性飞行表演，获得圆满成功。表演分为多机编队表演和单机特技
表演，全程分为19个配套动作。 新华社发

� � � �据了解， 视频中的携程亲子园
年龄最小的彩虹班， 共有25名18个
月到24个月大的幼儿。涉事4名教职
员工包括一名园方负责人、 一名主
教老师、一名保育员和一名保洁员。

一位王姓家长告诉新华社记
者，有父母发现孩子身上有伤，多
位家长遂要求集体翻看幼儿园监
控录像。“就随机挑了一天的监
控，结果令人震惊。”视频中一名
工作人员强行喂食的不明食物，
经家长证实系芥末，“不止一名工
作人员喂过， 孩子回家说味道很
辣。”班里另一位家长说。

王姓家长介绍， 自己家孩子10
月底才送入携程亲子园， 因此行为
性格上没察觉出有太多变化， 有孩
子已经出现异常，医院诊断为“应激
综合征”。“为了保险起见，班上孩子
都将去医院做一次全方位体检。”

携程公司方面8日晚就该事件
举行了一次现场沟通会。 涉事工作
人员跪地说“对不起”，家长群起攻
之并追问：“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
的？”

目前，涉事4名工作人员中的
3人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被上海市长宁区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亲子园9日起停业整顿。

家长质疑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开办主体千头万绪

并非正规教育机构2

学前教育“两多两少”

社会力量办学应明确统一的监管部门
3

� � � � 新华社利雅得11月9日电 沙特阿拉伯总检察长沙特·穆
吉卜9日说，在沙特近日发起的反腐风暴中，目前已有201人因
涉贪被捕，涉案金额预计达1000亿美元。

穆吉卜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目前，沙特反贪机构共抓捕
了208人，释放了7人，还有201人被关押接受调查。

他说，根据过去3年的调查，估计在过去几十年中因系统
性腐败和贪污受贿被滥用的国有资金高达1000亿美元。 穆吉
卜说，这次反腐行动所冻结的是涉案人员的个人银行账户，并
没有冻结其拥有的公司账户，正常商业活动不会受到影响。据
沙特媒体报道，截至目前，沙特银行已冻结涉案人员的1700多
个账户。 阿联酋银行也接到沙特方面有关提供涉案人员在该
国个人银行信息的请求。

4日，沙特国王萨勒曼宣布成立以王储穆罕默德为主席的
最高反腐委员会，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和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
当晚， 有11名王子、38位现任或前任大臣以及多名富商被捕，
其中包括沙特已故国王阿卜杜拉的儿子、 前国民卫队司令米
特阿卜和有“中东首富”之称的阿勒瓦利德等。

沙特201人涉贪被捕
涉案金额达100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