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23亚洲杯

中国队憾负乌兹别克
湖南日报1月12日讯（记者 王亮）第三届U23亚

洲杯小组赛今天进行了第二轮比赛，首轮表现出色的
韦世豪终场前长途奔袭远射被横梁挡出， 中国队以0
比1遗憾不敌乌兹别克斯坦队，未能实现两连胜。

首轮比赛中，中国队3比0大胜阿曼队。本场比赛，
中国队只要取胜就能提前晋级， 因此备受关注。 比赛
中， 乌兹别克斯坦队阿里约诺夫在第13分钟攻入全场
唯一进球。中国队大部分时间掌控了局势，韦世豪在第
32分钟时打入1球，但被判冲撞门将在前，进球无效。比
赛最后时刻，韦世豪又有一脚远射，击中了横梁。

赛后，中国队主教练马达洛尼表示：“非常可惜的
失利，因为对手用仅有的一脚射门就赢得了比赛。”他
还说:“上半场球员们有些紧张，没有踢出应有的节奏。
下半场开始后，我们找回了状态，但结果确实令人遗
憾。” 比赛中发挥出色的韦世豪表示：“这场比赛输球
有运气原因，也有一些原因是场地里有冰碴子，大家
都有些不太适应。最后一场小组赛，我们依然要全力
争胜。”

两轮战罢，中国队战绩为1胜1负，最后一轮小组赛
将于1月15日下午4时开赛，中国队将迎战卡塔尔队。

责任编辑 王亮 李特南 肖丽娟 2018年1月13日 星期六
时事·体育 07

!"#$%&'()*+,-./012
342-56789:;<=>?@A;BC?
D7EFGHIJK?EFLMNOBC?$%
&'(42PQRSTUVWXYZGHIJ
[\]^LM_`aYPbYcbYdbefg^h
\]ijD7klm*nopqrs;tuv
3$%&'(wQx yz{|}~Y��I�

!!"#$%&'()&
$%&'(��&��BC?i�>(;

��BC�; ����&; ����! !"#$%
c^Y�G�i��( !&#'( c^Y�;��
( &#') c^Y�M; ����!���H$�
�&��H���j ¡l¢£¡H��¤¥
 ¡H¦x§¨�©ª$%&'(«¬®¯
��x

\]~°±²[8³�´µ�y¶�·¸¹g
,ºl[8³f»�¼>½¾Lg¿ÀÁ[��
ÂÃ�8³Ä>LgÅÆ;��Ç�!ÈÉ¢&
Ê>ËÌgÍÄ8³(�Î¢iÏÐÑgÒÓ
ÔÏ>� BCÐ§DÕ|Ög×'×ØÙ;`
aÚÛÜ2[ÝÞß¹;àß&áÄbßâãäb
ßÞVåbßæçèbßéêëbßìí(;î
ïßây¶'>; ð!BC>(g'ñÛb>
?g'Êìò

$%&'(HóãôØbõöõØb÷?
øùbÕúûÏ!Å¿Ø³;�i´µóãô
üý )*+ò����nþÿ!"gõ#$%ã
��& &",, ';()$4*��& "%, +c
^,;-¾)�.& -#) /0Gv1)�.H
?EF2Çg«�!3Mò

*!"#+,-./0
?EFNOBC?>?42qr45{

6Y7GHI8KBC?>q45¹M9opq
rs¾r'2~°Y7;:Â;<~°Y7!
\]~°gPQÅ¨; tuv3\]~°;=
{>?gPQ@A;BC>?guDl%Eò

~°Y7tuFð\]~°����n
grGqHb?E0I23l>?Y%GAM2

342bôØUHÁ�J>|PQRS;Å¿
KLM

!bN4����ngOãPQb?E0R
23l>?Y%GAM2342STUVWr
GGXYöðZb[,\%M;](k& &,, ^
_;�iOãPQrG](& -,, ^_G̀ ¨
OP��ª$%&'(a5~°bcdM;?
E0R23l>?Y%GAM2342rG]
(& ", ^_;YöðZ](& ', ^_;Ðe
qrfg'(«�2ÇlOP��;Çhi
HÂ;ò `¨ájªkBC?$%&'(PQ
lmnGHI8KPQlm¹Mò

-b Bo����n?E0R23l>?
Y%GAM2342;KLpq6�?E�¡4
2RrbstRrbÄ)*-¾+,bYkuv
ÁY%wxyö~°biVz42Rrò `¨
~°ªPQlmò

&btu{ã|}~�;Fð'(\õÁô
ØUH;�����n���H����i�b
ËÌõØ�(b�����b�����bmn
��Êz�bÕûôØS��'(>?��b>
?��b>?@A{ÂÉ<=S%gØ³ò

1!"2+%3456789:;<=
GßMPQ��
opqrs�������bPQ9+,

>�¾b~°ú|SbEFÅU?é|Sb��
| ¡Àc¢g��qrPQ\]~°ò

G£MPQ·¤¿À
±²Kß¥î0Rb¦¥§��b�¥4'

>¹g·¨$¨¿À;opqrs�©ªM
!b-,-! ¥ !- « &! ¬Fð����n

?E0R23Rr®R¯@°±²³´
-b-,-! ¥ !- « &! ¬Fð����n

>?Y%GAM23Rr®R¯@°±²³´

&bPQ(�?µ¶?EF·Þ¥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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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05 3 2 8 5 0 6 4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2 1000000.0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012 4 3 7
排列 5 18012 4 3 7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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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2838

乘势而上，
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这个新气象新
作为首先是全面从严治党要开创新局面。

十九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 是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次重要会议。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
深刻阐述了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进
一步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经验，深
入分析了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强调要以永远
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开创全面从严治
党新局面。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内涵丰
富、切中要害，既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宣言书，也是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动员令。

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
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 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
想，必须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回望过去极不
平凡的五年，我们党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对党、对国家、对民族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经
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不懈努力， 全面从严治党有了很好的基
础，我们要乘势而上，牢牢把握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
好建设强，才能统揽“四个伟大”全局，确保党成为始终走在时
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全面从严治党一刻都不能松，这
是管党治党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正确的大政方针要取得
成效，重在坚持、难在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管党
治党只能紧不能松， 否则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会
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不正之风和腐败就会卷土重来，气焰
更加嚣张；就会造成党内和社会上思想混乱，影响人民群众
对党的信心和信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
著，同时也要看到，这只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良好开端，
全面从严治党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 决不能跌入抓一
抓、松一松，出了问题再抓一抓、又松一松的循环，必须持之
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全面从严治
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章规定“四个服从”，最根本的
是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
委员会；党中央强调“四个意识”，最根本的是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都不是空洞的口号，不能只停留
在表态上，要落实到行动上，自觉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
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执行
党中央决策部署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搞变通。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
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
革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乘势
而上，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我们党就能带领人民成功
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
盾，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载1月13日《人民日报》）

� � � � 冬日暖阳， 湖南省衡阳市
生态公园内的“生态一号美术
馆”， 迎来络绎不绝的观展市
民。 这栋在绿树掩映中的独栋
小楼， 曾是衡阳市委原书记李
亿龙的豪华“山庄”。 如今， 已
成为衡阳市民享受公共文化的
“后花园”。

一栋小楼的变迁， 成为衡
阳重构山清水秀政治生态的缩
影。 衡阳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
李英姿深有感触： “现在， 衡
阳领导干部中贪图享乐、 脱离
群众的少了， 踏实做事的多了，
全面从严治党给衡阳带来的变
化深入骨髓！”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
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 党的
十八大后， 我们紧紧盯住全面
从严治党不力这个症结， 坚持
发扬我们党历史上行之有效的
好经验好做法， 深化对管党治
党规律的认识、 创造新的经验，
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反腐败， 老百姓的获得
感是一项重要的评判标准。” 北
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
任庄德水坦言， 过去五年， 党
风廉政建设力度不减， 正风肃
纪驰而不息， 重塑政治生态，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党风政风为之一新， 党心民心
为之一振。

第一时间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 山西省孝义
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成志斌
感慨地说： “2017年， 孝义市
各级党组织坚持开展正风肃纪，
先后进行提醒谈话1500余人次，
把党风廉政建设做到日常、 落
到实处， 工作作风实了， 群众
获得感更强了。”

“成绩来之不易， 经验弥
足珍贵， 需要我们长期坚持、
不断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掷地有声， 为今后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指明道路、 擘
画蓝图。

11日晚， 黑龙江省萝北县
立即组织召开县委常委会议，
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 在研讨中， 县委书
记李思勇说， 作为基层党组
织， 我们一定要按照总书记强
调的“六个统一” 的要求， 强
化“两个责任” 落实， 健全完
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严格
执行“一岗双责” 和责任追究
制度，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

� � � � 2018年元旦假期前， 一起公车私用的典型
案例被湖北省咸宁市纪委监察局通报曝光， 成
为我们党正风肃纪、 驰而不息的一个印证。

“密切关注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新动向新
表现， 坚决防止回潮复燃。” ———习近平总书记
的话使人警醒， 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要求。

湖北省咸宁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程良胜
说， 当前， 防止“四风” 反弹、 回潮任务依然
艰巨， 在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 仍有一些党
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 顶风违纪， 纪检监察机
关必须坚持惩治腐败力度不减、 节奏不变、 尺
度不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
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 体现
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坚定决心。” 广东省佛山

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梅河清说， “纪检干部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监督执纪理念， 坚
持问题导向， 保持战略定力， 以‘越是艰险越
向前’ 的英雄气概和‘狭路相逢勇者胜’ 的斗
争精神， 坚定不移抓下去。”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 扎牢不能腐的笼子，
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通
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链条， 加强对
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
机制。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 就要进一步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把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 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阿恰塔格乡
党委副书记黄建平说，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
党相统一， 既要解决思想问题， 也要解决制度
问题， 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 把制度
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

� � � � 去年12月12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
区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 南岗区委常委、
纪委书记杜晓坤成为该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以来产生的首个监委主任。 党的十九大
后，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在全国推开， 目
前各地各级监察委密集成立， 改革进入“施
工高峰期”。

11日晚， 杜晓坤第一时间在手机上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激动地说：“作为一
名基层纪检监察干部， 我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以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韧劲， 坚定地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 确保总书记的要求在南岗区落
地生根。”

“执纪者必先守纪， 律人者必先律己。”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令江苏省常州

市钟楼区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刘敏感到振奋，
“打铁必须自身硬， 我们今后要更加强化自我
监督和自我约束， 做到信念过硬、 政治过硬、
责任过硬、 能力过硬、 作风过硬， 确保党和人
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 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

蒙尘！”
习近平总书记说， “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 体现了信心决心， 彰显着为民情怀。

对此， 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纪委书记陈金
华感受很深， 乡镇纪委是正风反腐的“前哨”，
新的一年， 我们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扑下身
子深入群众， 面对面、 心贴心、 实打实做好群
众工作” 的要求， 继续推进基层党员干部廉政
建设， 打造“清廉乡村”， 为老百姓谋福利、 办
实事。

“重整行装再出发， 久久为功必有所成。”
重庆市纪委第五纪检监察室干部方亮说， “当
前， 重庆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已进入
冲刺阶段， 问题线索移交、 人员转隶等工作稳
步推进。 作为一名改革的实践者和参与者， 我
们要进一步学习提高本领， 深入把握改革中面
临的新情况， 适应新时代反腐败工作的新要求，
展现一线纪检工作者的新作为。”

（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之以恒、毫不动摇”

“重整行装再出发”“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 � � � “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重
整行装再出发，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
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开创全面从严
治党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11日在十
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
话， 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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