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王亮）今天
上午， 平昌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U型池决赛
结束，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中国名将刘佳宇
以89.75分获得亚军，实现了该项目中国队奖
牌零的突破。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
会上的首块奖牌。另一名中国选手蔡雪桐以
76.50分的成绩获得第5名。

这是中国选手连续四届参加冬奥会该
项目的争夺，此前最好名次是刘佳宇在2010
年冬奥会上获得的第四名。

比赛中， 倒数第2个出场的刘佳宇发挥
十分稳定， 第一跳就拿到了85.50分的高分。
第二跳刘佳宇再接再厉， 再次零失误拿到
89.75分。第三跳中，破釜沉舟的刘佳宇先是
完成了高难度的900度转体， 但在挑战1080
度时未能成功，最终凭借第二跳的成绩拿到
银牌。

夺冠大热门美国选手克洛伊·金凭借全场
最高的难度， 第一跳就拿到了93.75分， 锁定冠
军。 她在最后一轮又完成了1080度转体的全场
最高难度，获得了98.25分的超高分。季军是美国
选手戈尔德。

� � � �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日前， 经
中共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纪委对中央
宣传部原副部长、 中央网信办原主任
鲁炜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 鲁炜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 阳奉阴违、 欺骗中央， 目无
规矩、 肆意妄为， 妄议中央， 干扰中央
巡视， 野心膨胀， 公器私用， 不择手段
为个人造势， 品行恶劣、 匿名诬告他
人， 拉帮结派、 搞“小圈子”； 严重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群众纪律， 频
繁出入私人会所， 大搞特权， 作风粗
暴、 专横跋扈； 违反组织纪律， 组织谈
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违反廉洁
纪律， 以权谋私， 收钱敛财； 违反工作
纪律， 对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战略部
署搞选择性执行； 以权谋色、 毫无廉
耻。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鲁炜身为党的高级干部， 理想信
念缺失， 毫无党性原则， 对党中央极端
不忠诚， “四个意识” 个个皆无， “六
大纪律” 项项违反， 是典型的“两面
人”， 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知止，
问题严重集中， 群众反映强烈， 政治问
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典型， 性质
十分恶劣、 情节特别严重。 依据 《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 经
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
央批准， 决定给予鲁炜开除党籍、 开除
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所得； 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 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有关
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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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段时间以来，网络直播中低俗媚俗、斗富炫
富、调侃恶搞、价值导向偏差等问题较为突出。境
外“邪典”动漫游戏视频在境内传播扩散，严重危
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日，多部门作出部署，从2
月上旬到4月下旬进一步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目
前，已有一批生产“邪典”或为其提供传播平台的
互联网企业被依法查处，包括优酷、爱奇艺、百度
旗下“好看”以及腾讯等企业。

网络娱乐产业的精髓应当在于其精神内涵、文
化内涵。好的作品能够充实人们的心灵、丰富业余生
活、启发思想与精神。乱象丛生必然导致精神毒害。
为了维护其正面、积极的社会效益，有关部门应依法
依规对不法行为进行整治， 网络企业则要自觉承担
社会责任，把好内容关口，而社会公众也要认清它们
的危害，自觉抵制。

从另一个角度看，网络直播、网络视频乱象也
暴露出优秀文化内容供给不足。 文化部门和企业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引导、鼓励、生
产出符合网络文化传播规律，广大网民喜闻乐见，
内容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作品，牢牢占据这
块文化阵地，把各种乱象“挤”出去。

互联网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加深了文化交流，
也充满了荆棘和暗流。 要让互联网发挥向上向善
的本质属性， 摒弃低俗媚俗和低级趣味， 必须要
“锄草育苗”双管齐下。假以时日，网络空间必能风
清气正。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锄草育苗”
还网络视频风清气正

� � � �据新华社首尔2月13日电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
法院13日对“亲信干政”案核心人物崔顺实作出一
审宣判，以收受贿赂、滥用权力等罪名判处其20年
监禁并处罚金180亿韩元（约合1.04亿元人民币）。

崔顺实被判20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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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王亮 ）
中超球队首秀齐得胜。 今天进行的2018
年亚冠小组赛中， 上海上港队客场1比0
击败日本川崎前锋队， 主场作战的天津
权健队3球大胜香港杰志队。

上港客场挑战川崎前锋， 比赛的唯

一进球发生在第23分钟， 埃尔克森禁区
内胸部停球后抬脚劲射， 皮球被防守球
员碰到后进入球门。

川崎前锋队也有多次破门良机， 上
港队门将颜骏凌上演神奇扑救， 力保球
门不失。

上港队客场险胜， 实力明显占优的
权健队则在主场迎来大胜。 比赛的3个进
球全部在上半场， 首先是莫德斯特头球
破门， 随后他的射门又造成对方乌龙球，
第39分钟孙可头球再下一城。 全场比赛，
权健队控球时间占到63.9%。

平昌冬奥中国首块奖牌诞生

� � � �图为刘佳宇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发

上港权健“双响炮”中超球队亚冠“开门红”

刘佳宇获单板滑雪女子U型池银牌

� � � � 新华社长春2月13日电 2月12日至13
日，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在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
省长景俊海陪同下，在白城市镇赉县考察，
向人民群众祝贺新春。

时值隆冬，最低气温达零下21度，县里
集贸市场却热闹红火。李克强来到这里，摊
主们告诉总理，今年销售比往年更好。李克
强高兴地说， 这说明群众生活又有了新的
改善。几位摊主介绍，现在通过互联网销售
产品，生意比以前更红火。李克强说，电商
已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利， 也给农民带来了
便利，有利于更好释放消费潜力。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李克强来到地处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的镇赉县英华村贫困群众家中，查
看口粮、取暖情况，询问收入来源、看病报
销比例等， 并送上年货和祝福。 他坐到炕
上，乡亲们向总理说起了心里话。几位老乡
讲起他们打工挣钱供孩子上学的经历，一
位放假的大学生说将来要把父母接进城。
李克强说，中国人很勤劳，一代一代努力奋
斗，育子孝老，这种精神了不起。另一位已
工作的大学生告诉总理，在“双创”带动下，
他的同学毕业后都找到了工作， 李克强说，
现在我国一年有800万大学生毕业，能够实
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很不容易。听到村民办起

养鹅合作社，李克强勉励他们农业、副业、务
工一起搞，拓宽增收门路。村支书反映村里
发展缺项目，李克强说，各级政府要顺应群
众新期待， 多措并举加大力度扶贫攻坚，既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又促进稳定致富。

在长途汽车站， 李克强与返乡探亲的
外出务工人员交谈， 询问工资是否足额拿
到。 听到大家肯定的答复， 李克强高兴地
说，要继续做好这项工作，坚决把恶意欠薪
的黑心者打入黑名单。考察途中，李克强停
车看望路边工作的环卫工人， 感谢他们为
大家带来干干净净的新春。

李克强牵挂困难群众生活。 他来到待
改造的棚户区， 倾听居民们反映生活中的

困难， 叮嘱随行部门要对困难群众情况再
进行筛查，落实好保障措施，对有特殊困难
的要给予临时救助。在县福利院，李克强为
老人们送上新衣服，并挂上“福”“寿”中国
结向老人们拜年。李克强说，敬老爱老是中
华民族美德。老年人辛苦一生，为国家和家
庭都付出很多。要汇聚政府、社会和家庭等
各方力量，让老人们安享晚年。

考察中， 李克强充分肯定近几年吉林经
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所取得的成
绩，这也表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大有希望、
大有可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奋力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东北全面振兴。

李克强在吉林考察时强调

奋力脱贫攻坚 兜牢民生底线

鲁炜严重违纪
被“双开”

� � � � �荨荨（上接1版）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

孙政才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孙政才，听
取了其辩护人的意见。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起诉指控： 孙政才利用其担任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
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农业部部长、中共
吉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等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
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新华时评

� � � � 据新华社莫斯科2月13日电 独联体下属机
构国际航空委员会13日发布公报说，11日失事的
安-148型客机坠毁原因可能是空速管结冰。

国际航空委员会的调查人员认为， 飞机上负
责监测并传送大气数据的空速管在空中结冰，使
飞行员获得错误航速信息，进而引发一连串“特殊
情况”导致飞机失事。

空速管结冰
可能是导致俄飞机坠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