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检方申请拘捕李明博
韩国检察机关19日下午向法院申请拘捕前总统李明博，

理由是他涉嫌受贿、侵吞公款、滥用职权、逃税等多项罪名。
韩联社报道，李明博由此成为继全斗焕、卢泰愚、朴槿

惠之后，韩国历史上第四名由检方提请批捕的前总统。
调查显示，李明博涉嫌受贿总额大约110亿韩元（约合

6508万元人民币），贿金来源包括韩国情报机关、金融机构、
建筑商、商社、前议员、禅院等。

其中， 李明博涉嫌在总统任内收受两任情报机构主管
以“特殊经费”名义给予的17.5亿韩元（1035万元人民币）贿
赂；涉嫌收受三星电子公司以代交律师费为名提供的500万
美元（3165万元人民币）贿赂。

李明博现年76岁，2008年至2013年出任总统。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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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周倜 蒋睿 通讯员
王卓 张文斌）3月18日， 第20届CUBA中国大学生篮
球联赛西南赛区在武汉收官，我省中南大学获男子组
冠军、女子组亚军，湖南师范大学获男子组亚军，湘潭
大学排名女子组第4，4支队伍携手晋级全国总决赛。

本次CUBA西南赛区比赛有20所高校的男、女
篮代表队参赛，我省有中南大学男、女篮，湖南师范
大学男、女篮、湘潭大学女篮5支球队参加。按照比赛
规则，分区赛各组别前6名可进入全国24强。

18日的男子组决赛是“湖南内战”，由中南大学
迎战老对手湖南师范大学，凭借更加强硬的防守，中
南大学以81比74获得最终的胜利。这是中南大学男
篮自2014年首次捧起西南赛区冠军奖杯后，连续第
5年加冕“西南王”。

女子组决赛中， 中南大学以63比69不敌华中科技
大学，屈居亚军。湘潭大学在8强赛中击败广西大学，闯
入前4，这是湘大女篮连续第二年打进全国总决赛。

2018年CUBA总决赛将于5月10日至17日举行。

人民法院与民政部门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记者19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
悉，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与民政部正式签署《关于开展部门间
信息共享的合作备忘录》，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据悉， 最高人民法院与民政部通过网络专线实现共享当
事人的婚姻登记信息、低保信息（包括家庭收入信息）、社会组
织登记信息、涉婚姻和涉社会救助对象收入财产的案件信息、
失信被执行人（社会组织）名单信息等。民政部对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的社会组织加强管理，实施信用约束和联合惩戒。
以上共享信息将纳入法院“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

今后，人民法院在办理执行案件时，可以通过“总对总”
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到案件当事人的婚姻登记信息、低
保信息（包括家庭收入信息）、社会组织登记信息等信息，进
一步拓展“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的查控范围，提高执
行效率。此举将加大各领域惩戒力度，促使失信被执行人主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助力解决执行难，维护司
法权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国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
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为3910万件案件提供查询冻结服务，共冻
结资金2020.7亿元，查询到车辆3206.9万辆、证券571.1亿股、渔
船和船舶51.9万艘、互联网银行存款36.5亿元。共发布失信被执
行人996.1万人，累计限制1014.8万人次购买飞机票，限制391.2
万人次购买列车软卧、高铁、其他动车组一等座以上车票。

� � �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王亮） 记者今天从长
沙市体育局了解到， 2018湘江马拉松赛即将鸣枪， 首
站长沙站将于4月22日进行。 与上届不同， 今年的赛
事更公益， 每有一位选手报名成功， 组委会就将以选
手名义向长沙市体育发展基金会捐赠10元现金。

今年的湘江马拉松赛设10公里城市赛以及42.195
公里的城市积分赛两个项目。 4站赛事中， 长沙站报
名人数限5000人， 株洲、 湘潭、 衡阳站报名人数各限
3000人。 长沙站举办时间为4月22日， 衡阳站是5月5
日， 株洲站是5月12日， 湘潭站是5月19日。

组委会介绍， 从本届赛事开始， 湘江城市体育联
盟、 湘江马拉松赛组委会将联合长沙市体育发展基金会
共同发起“梦想操场” 及体育公益活动种子基金， 每有
一位选手报名， 组委会就以该选手名义向长沙市体育发
展基金会捐赠10元现金， 以帮助贫困地区的学校修建操
场和跑道， 每位选手也都将收到一份公益证书。

湘江马拉松赛是由长沙市体育局和株洲、 湘潭、
衡阳三地的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共同成立的区域体育
合作组织———湘江城市体育发展联盟发起主办， 旨在
加强区域体育交流与合作、 推动区域体育产业发展。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2019年6月前后首飞

将执行载人空间站发射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记者19日晚间从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我国将于2019年6月前后实施长
征五号B运载火箭的首飞任务。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由航天
科技集团抓总研制， 以长征五号技术为基础， 专门用来执
行载人空间站的发射任务， 于近期转入试样阶段。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任务是空间站工程， 今年是
第三步任务的关键之年， 为空间站任务改进研制的长征五
号B运载火箭于近期转入试样阶段， 空间站核心舱将完成
设备齐套及舱体总装， 相关大型地面联合试验逐步展开。

据介绍，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是我国目前正在研制的、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新一代运载火箭， 承担我国空间
站舱段发射任务。

� � � �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通讯员） 3月18日， 2018千
龙湖“碧水蓝天杯” 垂钓邀请赛在长沙市望城区千龙湖
（湿地） 国际垂钓主题公园举行， 一百余名垂钓高手参
与。

本次比赛设3.6米手竿钓对象鱼尾数赛和4.5米手

竿钓混合鱼重量赛两个项目， 运动员通过抽签分别参
加3.6米手竿钓对象鱼两场， 4.5米手竿钓混合鱼两场。
最终按四场总积分录取名次。

比赛由望城区文体局、 望城区环保局以及千龙湖
旅游度假村主办。

2018年CUBA西南赛区收官

我省4支队伍
晋级全国总决赛

湘江马拉松赛4月鸣枪
每报名一位选手，组委会捐10元钱

千龙湖垂钓邀请赛望城举行

喀麦隆总统比亚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9日宣布：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喀麦隆共和国总统保罗·比亚将
于22日至2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 � � � �荨荨（上接1版）

“我们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3月17日，杭州梦想小镇。从手机新媒体弹窗看到
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海归”创
业人士、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郑攀难掩激动之情：

“我们坚信，梦想的道路将越来越宽广，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前方！”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离实现中国梦这
个梦想更加接近。”全国政协委员、东北林业大学副校
长赵雨森激动地说，“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来到黑龙江
省考察调研时，对林区的转型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我们
将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化作前进的动力， 为实现绿色
梦想、建设美丽中国继续努力！”

在南海边陲， 海南省肿瘤医院理事长蒋会成谈起
自己的“闯海梦”：“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民营企业发
展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我们对未来更加充满信
心！”

升腾起追梦的愿景，凝聚起筑梦的信心。
外交部、全国妇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的干部职工

表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充分体现
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
众望所归。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将破浪
前行，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定能够实现。

民进中央、农工党中央、九三学社中央表示，将充
分发挥各自界别特色和优势，深入开展调研，积极建言
献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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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梦引领强军梦，强军梦支撑中国梦。参加过去
年朱日和阅兵的某空中突击旅特级飞行员汤军倍感振
奋：“作为一名军人， 我们一定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
军队，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强大动力和战略支撑。”

“撸起袖子加油干，用奋斗报效祖国”

这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奋斗的新起点。
工信部、商务部、审计署和国家卫生部门干部职工

表示，大国的扬帆远航，离不开掌舵者。习近平当选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亿万人民对国家的掌舵者、
人民的领路人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护， 中华民族将迈
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步伐， 续写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辉煌。

财政部、住建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文化部门的
广大干部职工表示，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真抓实干，积极作为，更好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连日来，“中国天眼”发起人

之一、中科院FAST（天眼）重点实验室主任彭勃的朋友
圈里，关于“习近平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的信息仍在不断刷屏，他的同事、学生和远在海外
的学子们纷纷留言点赞，表达激动之情。

“2016年9月25日，‘中国天眼’落成启用，习近平总
书记发来贺信，勉励我们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
果、出大成果。一年多来，上百名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
术人员顽强拼搏、刻苦钻研，我们要让中国科技创新迈
上新高峰。”彭勃说。

“从追赶到引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像‘复兴
号’ 列车一样， 在世界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和掌
声。”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朱芹说，“走进
新时代，我们要勇担重任、勇立潮头，让中国高铁跑得
更快、更稳、更安全。”

来自甘肃的全国人大代表郭玉芬说：“作为国家掌舵
者，习近平把解决好群众的急、忧、盼放在心里、当成使
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我们要乘奋进之势，
聚奋发之力，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用奋斗报效祖国！”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
有希望。

春回大地，武汉大学樱花绽放。即将毕业的经济与
管理学院大四学生杨佩汶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鼓励
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勇做时代的弄潮儿。今天，我们
拥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更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让青春
年华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紧跟领路人 再创新辉煌
———社会各界热烈拥护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 � � �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 （简称“中选委”）
当地时间19日凌晨公布了对俄总统选举95%的
选票的统计结果， 现任总统普京以76.56%的得
票率遥遥领先其他候选人， 实际上已赢得本届总
统选举。

普京在莫斯科红场附近对参加庆祝活动的民
众表示感谢。 “今天俄罗斯所有选民都属于同一
个团队———全俄国家队。 重要的是让我们保持团
结、 共同前进，” 他说， “俄罗斯将努力应对所
有挑战， 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各类问题。” 图为3
月18日，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现任总统普京
（左） 发表讲话。 新华社发

普京赢得俄总统选举
呼吁民众保持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