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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王
亮）“我要食言了。” 柯洁今天出席一
场活动时表示，2018年他将再次对
阵人工智能。

2018年4月，第一届“吴清源杯”
世界女子围棋赛暨2018世界人工智
能围棋大赛将在福州举行，柯洁作为
本次比赛的形象大使，将与人工智能

再次对弈。参加这个人工智能围棋大
赛的围棋AI， 包括腾讯绝艺、 日本
DeepZenGo、 台北CGI等“机器高
手”，今年5月宣布“退役”的AlphaGo
（阿尔法狗）将不参加。

柯洁今年输给“阿尔法狗”后，曾
表示不再与人工智能比赛。 柯洁说：
“我跟‘阿尔法狗’比赛后，在发布会

上说过不再和人工智能下棋，现在要
食言了。我很享受作为棋手最单纯的
一件事， 就是去挑战强大的对手。弈
无止境，下棋对我来说是不断挑战自
我，因此很希望与强大的对手比赛。”

就在12月26日，柯洁收获个人世
界第5冠， 成为人类围棋史上最年轻
的“五冠棋手”。

柯洁明年再战人工智能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日前， 中央纪
委对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
公开曝光。 这8起典型问题是：

河北省水利厅移民迁建办公室主任、 时任
省脱贫成效核查验收评估工作第九组常务副组
长李高奎等人接受超标准接待问题。 2017年1
月7日至10日， 由李高奎带队一行7人对吴桥县
脱贫成效进行核查验收期间， 接受吴桥县委办
公室确定的258元/人/天用餐标准的公务接待，
超过了当地100元/人/天的接待用餐标准。 其
间， 每餐均由5至10名县领导和县直单位负责
人轮流陪同用餐， 超过了规定的陪餐人数。 餐
中还存在提供香烟和高档菜肴问题。 李高奎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吴桥县委书记张长瑞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 时任吴桥县委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袁志刚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其他参与
超标准接待人员受到相应处理。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梁立军
违规接受公款宴请问题。 2016年7月13日， 梁
立军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换届考察组组长的身
份， 带领考察组一行6人在赤峰市进行考察。 7
月14日晚和15日晚， 梁立军两次违规带领考察
组全体成员接受赤峰市委组织部在该市某酒店
安排的公款宴请。 7月23日考察结束后， 梁立
军带领考察组全体成员再次接受赤峰市政府在
政府机关餐厅安排的公款宴请。 3次公款宴请
费用共计10534元， 均由赤峰市接待办统一结
算。 梁立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并被降为
正处级， 调离组织部门； 其他人员受到相应处
理， 并责令退赔应由其个人承担的宴请费用。

上海市松江区环保局党组书记、 局长徐荣
等人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和娱
乐活动问题。 2017年3月14日晚， 徐荣等9名区
环保局干部在松江区某饭店接受从事环保评估
咨询的某私营企业主童某安排的宴请， 餐费共
计1036元由童某个人支付。 晚餐后， 徐荣等3
人离开， 该局副局长章立、 环境监察支队队长
姚春云等其他6人还接受童某在松江区某KTV
娱乐场所安排的娱乐活动， 消费共计2600元由
童某个人支付。 徐荣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章立、 姚春云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其他参
与宴请及接受娱乐活动安排的区环保局干部分
别受到相应处理。 审查期间， 徐荣等人将餐费
和娱乐费用退给童某。

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原调研员徐明法违规接
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和娱乐活动问题。
2017年9月1日和29日， 徐明法等人先后2次接受
绍兴市某私营企业主陈某某的邀请， 到绍兴市越
城区某饭店聚餐。 餐费、 酒水费共计2700元均
由陈某某承担。 9月9日， 徐明法还接受陈某某在
乐清市组织的宴请和出海捕鱼活动， 餐费、 出海
捕鱼等费用共计4088元均由陈某某承担。 徐明
法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撤职处分。

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王
积良违规操办其女婚宴并收受礼金问题。 王积良
分别通过打电话、 发短信和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各
处室告知等形式， 邀请其同事、 朋友参加其女婚
礼答谢宴， 并于2017年5月10日 （周三） 中午和
晚上两次设宴， 共13桌130余人参加。 其中市中
级人民法院和基层法院党员干部共80人。 在操办
婚宴中还安排其下属人员负责现场的组织、 接待
等事宜。 王积良在报备其女举办婚宴事项时， 未
如实报告其女已于5月1日完婚的事实， 并以举办
答谢宴为名违规收受礼金共4.34万元。 王积良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被免去渭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党组成员、 审委会委员、 执行局局长职务， 其
违规收受的礼金被收缴。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东升街道党委原书记
王元斌组织公款旅游问题。 2016年10月28日，
东升街道在未向区领导报告的情况下， 由王元
斌主持召开街道党委会研究决定， 于2016年11
月4日至2017年2月10日， 组织街道干部职工及
部分家属共计86人， 分4批分别前往重庆、 贵
州、 四川等地开展摄影采风活动。 2017年2月
15日， 王元斌再次主持召开党委会研究决定，
于2017年2月19日至3月3日， 以到福建、 广东
学习招商引资和城市建设发展的名义， 组织在
编干部29人， 分2批分别前往福建、 广东参观
学习， 其中游览了多个旅游景点。 此次参观
前， 王元斌将外出学习安排先后报纳溪区委常

委、 政法委书记李庆 （联系东升街道） 和区委
副书记李仁军签字同意， 并口头向区委书记徐
利作了报告， 但未提及旅游事宜。 两次外出共
花费21.78万元。 王元斌受到撤销党内职务、 行
政撤职处分； 李庆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落实主
体责任不力的徐利、 李仁军受到诫勉谈话。 相
关费用由参加人员承担。

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心原党支部书记、 主任曹
志刚等人培训期间借机旅游等问题。 2016年8月24
日至27日， 资料中心在新疆伊犁地区伊宁市举办培
训班。 其间， 曹志刚擅自决定调整培训日程， 组织
22名参训人员到旅游景点参观游览和购物； 部分人
员的门票由下属单位以工作考察的名义联系减免；
资料中心还为参训人员就餐违规提供了烟酒。 参观
游览期间的租车、 烟酒等费用共7600余元， 与本
次培训费用一并在业务合作单位提供的培训费中列
支。 培训结束后曹志刚等5人赴乌鲁木齐市开展调
研工作， 先后两次接受下属单位超标准接待， 并收
受其赠送的土特产。 曹志刚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其他参与的党员干部分别受到相应处理， 并退
赔相关费用。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阎良工务段原段长杜
永胜组织公款旅游问题。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2018年元旦、春
节假期是党的十九大后第一个重要节点， 也正
值各地人大、政府、政协换届时期，“两节”和换届
两个重要节点重叠，能否风清气正、能否彻底遏
制“节日腐败”，关乎人民群众对我们持续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的信心与信任， 关乎党的十九大
后持续深入抓作风建设能否开好局、起好步。各
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 充分认识党中央
抓作风建设的顽强意志品质和坚定决心， 充分
认识到保持节日期间风清气正的重大意义，始
终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精神作为检
验“四个意识”强不强、是否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是否自觉维护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能不能做到行动自觉和严
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重要标尺和试金石，带
头严格落实，充分发挥“头雁效应”。

中纪委公开曝光8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要升级驱逐舰为航母

安倍再踏“宪法红线”

� � � �据日本《朝日新闻》26日报道，防
卫省正在考虑对“出云”号驱逐舰的甲
板进行耐热处理， 以便日后搭载可短
距起飞垂直降落的F-35B战机。

防卫省考虑将升级后的驱逐舰定义
为“防御型航母”，主要用途定位为离岛防
御以及供美军战机油料补给。 初步设想是
供美军F-35B战斗机使用，通过加强日美
合作来应对“威胁”。

日本宪法禁止自卫队保有攻击型航

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6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表示， 日方要采取的举措可能违
反日本宪法第九条。 中方敦促日方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

日本《东京新闻》提到，日本2018年
度预算的防卫费高达约5.2万亿日元
（约合458亿美元）， 刷新历史纪录。冷
战结束后，日本的防卫费呈减少趋势，
但自安倍晋三上台以来， 防卫费不断
增长，连年刷新历史纪录。

升级后可搭载F-35B舰载机1

� � � �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认为，
日本此举一则可借朝核危机和所谓“中国
威胁”扩充军事力量；其二，美国特朗普政
府提倡“美国优先”，注重经济回报，把亚洲
防卫更多付托于日本等盟国，使日本获得
更多机会；其三，目前日本国内自民党把
持国会，社会气氛保守化，也使其有条件
突破历史禁区。

但朱建荣也表示，改造“出云”号还
有很多障碍。 和平宪法的限制以及中
韩等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 使日本只
能走一步看一步，不敢贸然决定。

军事专家指出，“出云”号驱逐舰无论

在吨位、布局还是功能上，都已符合现代
轻型航母标准。如果未来日本在“出云”号
驱逐舰上搭载F-35B舰载机，就将使其成
为真正意义的轻型航母。日本《读卖新闻》
也说，“出云”号一旦改造完成，将成为日本
自卫队拥有的第一艘航母，可望在本世纪
20年代初期投入使用。

有分析认为， 在朝鲜半岛局势日
益紧张的背景下，从今年5月“出云”号
为美军补给舰高调护航大秀“存在
感”，到如今考虑打造“防御型航母”，
日本希望借此进一步加强与美军的合
作，强化日美同盟关系。

改造“出云”号还有多少障碍2

� � � �日本各大媒体26日纷纷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将“出云”号
驱逐舰改造成可供战斗机起降的航空母舰，搭载可短距起飞垂直
降落的F-35B战机。分析人士指出，改造“出云”号可能违宪，将给
日本未来的防卫政策带来巨大改变，对地区安全构成不稳定因素。

� � � �改造“出云”号，将给日本防卫政策
带来巨大改变，对亚太地区安全构成不
稳定因素，威胁地区安全局势。

包括安倍内阁在内，日本历届政府
都坚持自卫队不得保有攻击型航母。尽
管防卫省试图以“防御型航母”搪塞，但
不管改造后的“出云”号如何命名，只要
搭载F-35B战机、具备攻击力，就会被
视为“攻击性武器”。

希望日本政府遵循宪法第九条，坚持
“专守防卫”，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
于增进地区国家互信和地区和平稳定的
事， 兑现其面向国际社会作出的郑重承
诺，将有关“日本是一支和平的力量”的表
态真真切切地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中去。

“出云” 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2015年3月开
始服役。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警惕安倍政权改变“专守防卫”政策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