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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6日讯 （记者 苏原平） 2018
中南地区青少年击剑公开赛6日在长沙市万家丽
国际MALL拉开战幕， 736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
少年剑客参与角逐。

据介绍， 中南地区青少年击剑公开赛2016
年在长沙创办， 今年赛事全面升级， 由长沙市
体育局联合武汉市体育局、 南昌市体育局共同
主办。 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北京、 广州、 深
圳、 青岛、 长沙等19家俱乐部736名选手参赛，
参赛俱乐部和人数均创新高。 国家击剑队原总
教练文国刚等担任比赛仲裁委员。 今年78岁的
文国刚是我省衡山人， 也是中国第一代剑客，
中国击剑运动开荒者。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他的弟子栾菊杰勇夺中国击剑第一枚奥运金
牌。 文国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退休
后去了美国10多年， 在美国哈佛大学击剑队担
任总教练。 击剑运动在美国很受欢迎， 真没想
到在中国开展也越来越广， 更没想到在家乡湖
南开展也这么红火。 作为一个湖南人， 我特别
高兴， 希望湖南也能涌现出更多的击剑好苗
子， 能培养出击剑世界冠军。”

目前， 长沙市有5000多名青少年参加击
剑业余训练。 长沙市击剑运动协会将积极推动
长沙市击剑队的成立， 为参与击剑运动的青少
年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 � � � “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 我们党必须
勇于进行自我革命，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
力。”

1月5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
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
入阐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
之的极端重要性， 对中央委员会成员和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提出了信念过硬、政治过硬、
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5点要求。深
邃的历史视野，深沉的忧患意识，深刻的思想
境界，立足于共产党人须臾不忘的初心使命，
彰显了大国大党领袖的胸襟格局， 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自我革命勇气与政治自
觉。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
最鲜明的品格。回望党的97年历史，正是坚持
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设，我们党才始终走在
时代前列， 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才
不断取得胜利。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统揽伟大
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起着决定性作用。 贯彻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伟大社会革命， 这既
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
内在需要， 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
会革命的客观要求。

敢于自我革命， 我们党才能让自身始终
过硬。必须看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
巨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

影响党的先进性、 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
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 这就决定了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一个极为重
要的方面就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全党同志要深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四个不容易”：“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
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
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
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
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 顺应民心不容易”，要
深刻懂得我们这样一个有8900多万名党员 、
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党，能打败我们的
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
疗伤，敢于壮士断腕，才能防止祸起萧墙，让
自身始终过硬， 始终成为时代先锋、 民族脊
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把党建设好， 必须抓

住“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信念过
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
5点要求，是对中央委员会成员和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提出的， 也是对全党同志特别是各
级领导干部的期望。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
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里，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发扬更加强烈的担当精神，全面增强领
导能力和执政水平， 在服务人民中不断完善
自己，我们党就会拥有无比强大力量，经得起
各种风浪考验，始终受到人民衷心拥护。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精神，一以贯
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我们就一定
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夺取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
命的新胜利。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载1月7日《人民日报》）

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中央军委日前
印发《军队互联网媒体管理规定》，自2018
年2月1日起施行。

《规定》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明
确军队互联网媒体管理基本原则和总体
要求， 涵盖军队互联网媒体资质准入、审
批备案、传播运行、建设保障等方面，就军
队互联网媒体的开办范围、 资格条件、审
批程序、信息发布、保密要求、主体责任等
作了统一规范，并对平台建设、技术监管、
人才培养等工作进行明确，对军队互联网
媒体违反国家和军队法律法规的各种情
形作出追究责任的规定。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中国银监会
6日发布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明确
商业银行作为受托人，不得参与贷款决策，
不得提供各种形式的担保， 并对委托贷款
的资金来源、资金用途等进行规范。

办法明确委托贷款业务是商业银行的
委托代理业务，商业银行作为受托人，不得代
委托人确定借款人，不得参与贷款决策，不得
提供各种形式担保； 委托人应自行确定委托
贷款的借款人，对借款人资质、贷款项目等进
行审查，并承担委托贷款的信用风险。

在委托贷款的资金用途方面， 办法明
确规定委托资金不得用于生产、 经营或投
资国家禁止的领域和用途，不得从事债券、
期货、金融衍生品、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
不得作为注册资本金、注册验资，不得用于
股本权益性投资或增资扩股等。

委托贷款迎监管新规

银行不得提供担保

� � � � 新华社华盛顿1月6日电 全球最大芯
片厂商英特尔公司深陷“芯片门” 丑闻，
芯片漏洞问题持续发酵。 据美国媒体报
道， 英特尔在美国面临至少三起来自消
费者的集体诉讼， 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赖
恩·克尔扎尼奇被曝去年大幅减持公司股
票， 不过英特尔否认此事与芯片漏洞存
在关联。

“芯片门”继续发酵

英特尔遭多起集体诉讼

备战踏上新起点 练兵展现新气象中南地区青少年击剑赛开赛

� � � �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一身戎装亮相沙场，首次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训令。全军官兵闻令而动、厉兵秣马，踏上新时代强军兴训、练
兵备战新征程。从北疆边陲到南海之滨，从东海海域到雪域高原，全军4000多个训练场同时开训，一派生龙活虎、热火朝天的宏阔图景。

大图：陆军第80集团军炮兵旅某火箭炮营官兵训练后集结（1月3日摄）。
小图：海军陆战队在湛江某军港组织登陆装载训练（1月3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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