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全国多地遭遇暴雪袭击，上海、
湖北、河南、湖南、浙江等地进入“御寒防灾”模式，应对寒潮。

24日15时左右2018年上海初雪“如期”降下。武汉中心气
象台预计24日晚湖北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雪。河南省气象
台24日14时25分发布暴雪蓝色预警。湖南省24日开始迎来一
轮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湘西北地区将最早迎来降雪天气，
尤其是25日下午到晚上，常德、张家界、益阳北部将有大到暴
雪。目前，上海、湖北、河南等地已进入紧急“御寒防灾”模式，
全力落实低温雨雪天气的防范应对措施。

全国多地遭遇暴雪
沪鄂豫湘浙进入“御寒防灾”模式

责任编辑 李特南 王亮 周倜 2018年1月25日 星期四
时事·体育 27

� � � �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近日， 中
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 《关于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通知》 指
出，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保障
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安定有序、 国家
长治久安， 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党中央、 国务院决定， 在全国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

《通知》 强调， 在全国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 事关社会大局
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人心向背和
基层政权巩固， 事关进行伟大斗争、 建
设伟大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
梦想。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充分认识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 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上
来， 科学谋划、 精心组织、 周密实施，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坚
仗。

《通知》 明确了这次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总体要求、 目标任务。 《通
知》 指出， 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针对当前涉黑涉恶问
题新动向， 切实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
理、 综合治理、 依法治理、 源头治理
结合起来， 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
腐败、 基层“拍蝇” 结合起来， 把扫
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

来， 既有力打击震慑黑恶势力犯罪，
形成压倒性态势， 又有效铲除黑恶势
力滋生土壤， 形成长效机制， 不断增
强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 巩固党的执政基
础，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 《通知》 指
出， 要坚持党的领导 、 发挥政治优
势；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紧紧依靠群
众； 坚持综合治理、 齐抓共管； 坚持
依法严惩 、 打早打小； 坚持标本兼
治、 源头治理。

《通知》 强调， 要聚焦涉黑涉恶
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 重
点领域， 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群众反
映最强烈、 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 要坚持依法严惩、 打早
打小、 除恶务尽， 始终保持对各类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政
法各机关要进一步明确政策法律界限，
统一执法思想， 加强协调配合， 既坚
持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又坚持严格依法办案， 确保办案质量
和办案效率的统一， 确保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要严格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对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组织者、 领导者、 骨干
成员及其“保护伞” 要依法从严惩处，
对犯罪情节较轻的其他参加人员要依
法从轻、 减轻处罚。 要依法及时采取
查封、 扣押、 冻结等措施， 综合运用

追缴、 没收、 判处财产刑以及行政罚
款等多种手段， 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
础。 要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
诉讼制度改革， 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
证据关、 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 严禁
刑讯逼供， 防止冤假错案， 确保把每
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

《通知》 要求， 在各级党委领导
下， 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势， 推
动各部门各司其职、 齐抓共管， 综合
运用各种手段预防和解决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突出问题。 各有关部门要结合
自身职能， 主动承担好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中的职责任务， 依法行政、 依
法履职， 强化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监
管， 防止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 最大
限度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 各有关
部门要将日常执法检查中发现的涉黑
涉恶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通报， 建立
健全线索发现移交机制。 政法机关对
在办案中发现的行业管理漏洞， 要及
时通报相关部门、 提出加强监管和行
政执法的建议。

《通知》 指出， 把扫黑除恶与反腐
败斗争和基层“拍蝇” 结合起来， 深挖黑
恶势力“保护伞”。 纪检监察机关要将治
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作为整治群众身
边腐败问题的一个重点， 纳入执纪监督和
巡视巡察工作内容。 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
各机关建立问题线索快速移送反馈机制，
对每起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及时深挖其
背后的腐败问题， 防止就案办案、 就事论
事。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将党员干部涉黑

涉恶问题作为执纪审查重点， 对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中发现的“保护伞” 问题线索优
先处置， 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不管涉及
谁， 都要一查到底、 绝不姑息。 加大督办
力度， 把打击“保护伞” 与侦办涉黑涉恶
案件结合起来， 做到同步侦办， 尤其要抓
住涉黑涉恶和腐败长期、 深度交织的案件
以及脱贫攻坚领域涉黑涉恶腐败案件重点
督办。

《通知》 要求，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 摆到工作全局突出位置，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各级党委和政府
主要负责同志要勇于担当， 敢于碰硬，
旗帜鲜明支持扫黑除恶工作， 为政法
机关依法办案和有关部门依法履职、
深挖彻查“保护伞” 排除阻力、 提供
有力保障。 对涉黑涉恶问题尤其是群
众反映强烈的大案要案， 要有坚决的
态度， 无论涉及谁， 都要一查到底，
特别是要查清其背后的“保护伞”， 坚
决依法查办， 毫不含糊。

《通知》 指出， 要严格落实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 对涉黑涉
恶问题突出的地区、 行业、 领域， 通
过通报、 约谈、 挂牌督办等方式， 督
促其限期整改。 对问题严重、 造成恶
劣影响的， 由纪检监察机关、 组织人
事部门依法依纪对其第一责任人及其
他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 绝不姑息。
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 对日常监管
不到位， 导致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
要实行责任倒查， 严肃问责。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24日从国家
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
员笔试成绩将于2018年1月25日公布。 考生可在中央机关及其
直属机构201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http://bm.scs.
gov.cn/2018）查询考试成绩。

报考省级以上（含副省级）职位的合格分数线为：总分不
低于105分，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60分。报考市（地）、
县（区）级职位的合格分数线为：总分不低于90分，且行政职
业能力测验不低于50分。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服务基
层项目人员定向招录职位的合格分数线为：总分不低于85分，
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45分。

“国考”笔试合格分数线划定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记者 毛振华 王宾）日前，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
制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适应行业特点的全科医生培养制
度基本建立， 适应全科医学人才发展的激励机制基本健全，
全科医生职业吸引力显著提高，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3名
合格的全科医生。

意见强调，医教协同深化院校全科医学教育改革。高等
医学院校要高度重视全科医学学科建设，面向全体医学类专
业学生开展全科医学教育和全科临床见习实习。

国办印发《意见》

2020年将基本建立
全科医生培养制度

下期奖池：4641173456.84（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024 5 0 6
排列 5 18024 5 0 6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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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011 03 13 15 23 26 01+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0

0

0 0

00

� � �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 （记者 王亮）
今天，中超俱乐部河北华夏幸福和西班牙
巴塞罗那俱乐部宣布，阿根廷球星马斯切
拉诺加盟华夏幸福，转会费为550万欧元。

马斯切拉诺与巴萨的合同还剩最
后1年，但主力位置受到很大冲击。当华
夏幸福向小马哥抛出橄榄枝后，双方很
快“一拍即合”。加盟华夏幸福，马斯切
拉诺将与国家队队友拉维奇会师中超。

据了解， 马斯切拉诺的转会费为
550万欧元，约为4300万元人民币，没有

超过中国足协为中超、 中甲俱乐部划定
的4500万元人民币的外援“调解费”红
线， 不过他的年薪高达1000万欧元，远
高于他效力巴萨时的收入。

马斯切拉诺今年34岁，出道于阿根廷
传统豪门河床，2006年加盟英超球队西汉
姆联， 两年后转会利物浦。2010年8月，他
转会巴萨，逐渐成为球队核心成员。马斯
切拉诺也是阿根廷国家队的传奇人物，自
2003年以来代表阿根廷出战141次，打进
3球，出场数仅次于萨内蒂的145场。

� � � �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 （记者 王
亮） 今天进行的NBA常规赛中， 虽然
骑士客场102比114不敌马刺， 但“皇
帝” 詹姆斯全场斩获28分， 将个人职业
生涯得分提升到30021分， 从而成为
NBA历史上第7位， 同时也是最年轻的
3万分先生。

詹姆斯在首节快要结束时投中一
记跳投， 至此成为继贾巴尔、 马龙、
科比、 乔丹、 张伯伦以及诺维斯基后
NBA历史上第7位跻身3万分俱乐部的
球员。 詹姆斯完成这一成就是在33岁

第24天， 从而超越科比的34岁104天，
成为NBA最年轻的3万分先生。

NBA总裁萧华表示， “祝贺詹姆
斯获得3万分， 这是你无可比拟的职业
生涯的里程碑， 而你在未来也必将创
造更多历史， 引后人前行。” 唯一的遗
憾是， 詹姆斯达成了伟大的成就， 但
骑士队本场比赛却输了。

詹姆斯今年已经33岁， 本赛季表现
出色， 场均拿到27分。 但骑士队的发挥
不够稳定， 目前以27胜19负位列东部第
三。

中超又迎“大牌”

“小马哥”加盟华夏幸福 詹姆斯成最年轻3万分先生

� � � � 守程序是法治之始。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强调，作为事关
全局的重大政治活动和重大立法活动， 修改宪法必须在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严格依法按程序进行。 这既是对宪法和立
法规律的尊重、对以往立法经验的汲取，也是为了让党和人民
的意志更好体现在宪法之中。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之魂。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
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对宪法精神
的恪守，是我们党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写照。在党中央领
导下，通过历次宪法修改实践，已经形成了符合宪法精神、行之
有效的工作程序和机制。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后，根据我国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发展， 分别进行了4次修
改。每一次宪法修改都在党中央领导下依法按程序进行，使我国
宪法不断与时俱进、完善发展，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有力推动和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严格依法按程序修改宪法， 是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
成为国家意志的制度保障。 从中央政治局决定启动这次宪法
修改工作， 到去年12月15日党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
对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意见；从今年1月
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
内容的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到这
次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都是按照党中央有关规定进行的。 下一步， 依照宪法有关规
定，还将形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案（草案）》的议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这些严格程序和环节表明，这次宪法修改始终贯穿着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精神和原则，是我们党领导立
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的生动实践，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生动体现。

严格依法按程序修改宪法，有利于广泛凝聚共识，让宪法
更好体现党和人民意志。宪法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
多数通过。之所以在程序上做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宪法是人民的
宪法，修改宪法的过程，也是凝聚共识的过程。回顾现行宪法的4
次修改，每一次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成为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遵循，就是因为做到了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充分体现了
人民的意志，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有机统一。

严格依法按程序修改宪法， 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
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更
好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保障作用，我们就一定能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筑牢法治之基。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载1月25日《人民日报》）

———五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宪法修改
必须依法按程序进行

新华社记者 杨维汉 刘奕湛

对黑恶势力坚决“亮剑”， 果断出
击。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出《关于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其中不
难发现，已经开展了10多年的“打黑除
恶”专项斗争，现在变成了“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虽然只是一字之变，但涉黑
涉恶问题出现了新情况新动向，专项斗
争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

黑恶势力更隐蔽
扫黑除恶绝不手软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 黑恶势力
近年来得到遏制，但是还大量存在，随着
打击力度加大，黑恶势力活动逐渐趋于隐
蔽，游走于犯罪与违法之间，同时其组织
形态、攫取利益的方式也在发生改变。

“软暴力”、非暴力手段胁迫———为
了规避打击，黑恶势力公开打斗等“硬暴
力”方式明显减少，暴力化特征弱化，多使
用“软暴力”和非暴力，采取“能吓不骂、能
骂不打、能打不伤”的招数，用言语恐吓、
跟踪滋扰等手段逃避打击。

披着合法外衣隐蔽性更强———黑
恶势力大多以“公司”形式、依托经济实
体存在，一些“转型”“漂白”的黑恶势
力，组织形式“合法化”、组织头目“幕后
化”、打手马仔“市场化”。

渗透的重点领域发生变化———从
过去的采砂、建筑等行业，转为向物流、
交通等领域渗透。还有构建非法高利放
贷平台，成立所谓贷款公司，延伸黑恶
势力犯罪，然后进行“软暴力”催债，对
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形成威胁。如“校园
贷”等，有的也由黑恶势力操控。

“扫黑”比“打黑”更加全面深入
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记者注意到，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与以往的打黑除恶，虽然只有“扫”和

“打”的一字之差，却区别很大：
第一，这次“扫黑”，重视程度前所

未有。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印发通知，整
合多部门力量，集党和国家之力要把这

个问题解决好。
第二，过去“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

安角度出发，强调点对点打击黑恶势力
犯罪，在更大范围内，更全面、更深入的
扫除黑恶势力，不但要打击犯罪，还要
打击违法行为。

第三，过去“打黑”打的多，防的少。
这次“扫黑”更加重视综合治理、源头治
理、齐抓共管。各行业的主管部门明确
了扫黑责任，加大了防范力度。这次共
同参与的部门从过去的10多个部门，增
加到了近30个。

扫黑必须打“黑伞”
基层“拍蝇”是关键

扫黑就要铲除黑恶势力生存土壤，
这个土壤就是基层腐败这个“保护伞”。
现实表明， 黑恶势力往往通过拉帮结
派、行贿送礼、请客吃饭等方式，与公职
人员勾结在一起，而一些抵抗力弱的官
员为得到“好处”，充当其“保护伞”，甚
至通风报信或包庇、 纵容违法犯罪分
子，使黑恶势力有恃无恐。

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担心打黑除恶
影响当地形象和投资环境，影响个人政
绩和仕途，不同程度存在不愿打、不敢
打、不真打、不深打等问题，助长了黑恶
势力嚣张气焰。

专家指出， 这次扫黑除恶的着力
点，除了打击黑恶势力本身，还要打击
基层的腐败，查处“微腐败”，加强基层
政权建设、组织建设。

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将
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作为执纪审查
重点， 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的

“保护伞” 问题线索优先处置， 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

运用法治思维把握好“度”
确保“三个效果”统一

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更加注
重严格依法办案，明确政策界限，确保
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的统一，确保政治
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据了解，目前办理案件的法律适用
正在逐步完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办
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进一
步提高执法效能，依法、准确、有力惩处
黑恶势力犯罪及其“保护伞”，办理具体
案件标准更加明确。

通知明确要求，要主动适应以审判
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切实把好
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
用关，严禁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确
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

（据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扫黑除恶
新华社发

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
一字之变有何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