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9日，双峰县井字镇杨球村集中育秧基地，村民在
搬取秧盘。 李建新 摄春插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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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1日讯（记者 戴鹏）2018年全国田径大奖赛
（株洲站）暨青奥会选拔赛，将于4月16日至19日在株洲市全民健
身服务中心体育场举行，共有38支代表队、2260人报名参赛。

今年全国田径大奖赛共有4站，株洲是第二站也是我省
唯一的一站。 这次株洲站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
理中心、湖南省体育局、株洲市政府主办，是近10年来我省
承办的规格最高、水平最高的田径赛事。

这次大奖赛与青奥会选拔赛同时进行。 大奖赛设41项
竞赛项目，青奥会选拔赛设39项竞赛项目，其中男子19项、
女子19项、混合项目1项（男女混合异程接力），将选拔优秀
青年运动员代表中国参加第三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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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伦敦4月10日电 欧洲
冠军联赛四分之一决赛10日进行了
两场第二回合较量，两支最有可能赢
得联赛冠军的球队曼城和巴萨意外
出局。曼城以1比2不敌英超对手利物
浦，从而以两回合1比5的总比分被淘
汰。 首回合4比1大胜的巴塞罗那以0
比3不敌罗马， 意甲球队凭借客场净
胜球优势晋级。

上周在安菲尔德球场举行的首
回合比赛中，曼城以0比3失利。回到
主场的他们开场两分钟就取得领先，
代替阿圭罗首发的巴西小将热苏斯
接斯特林传球破门。曼城队上半场占

据优势，控球率高达66%，射门达到
13次，利物浦队只有两次射门，传球
完成次数只有曼城的零头。

曼城主帅瓜迪奥拉因为抗议裁
判判罚，下半场被罚上看台，利物浦
也开始了反击。第56分钟，萨拉赫直
传，马内突入禁区，曼城门将埃德森
出击扑救， 萨拉赫跟进将球打入空
门，这是他本赛季为利物浦攻入的第
39球。曼城必须攻入四个球才能实现
逆转，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77分钟， 菲尔米诺再入一球，
彻底粉碎了曼城晋级的希望，利物浦
10年中第一次闯入欧冠四强。

另外一场比赛中， 罗马队爆出了
欧冠历史上最大冷门之一。 第6分钟，
前曼城球员哲科接德罗西长传， 在门
前劲射入网。 下半场哲科突入禁区被
皮克绊倒，罗马队获得点球机会，德罗
西主罚命中，2比0。第82分钟，中后卫
马诺拉斯头球破门，3比0，也使两回合
总比分变成4比4， 罗马队凭借在诺坎
普的一个客场进球，奇迹般晋级四强。

巴萨主帅巴尔韦德赛后承认，这
是一场“痛苦的失利”，球队在对手的
紧逼面前失去了自我。“我绝对是要
为这一切负责的人。 我是球队的首
领，战术布置都是我做的。”

� � � �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然而，一
场史诗级的大逆转， 让全世界球迷
见证了罗马“一夜建成”的奇迹！首
回合1比4落败的罗马， 居然凭借次
回合一役逆转淘汰了巴萨。

拼、前压、重中场、高空轰炸……
90分钟时间，罗马战术精准，踢得也
清晰明了；反观巴萨，战术保守、球
员不兴奋、 防线失误频频……究竟
是被首回合4比1的优势麻痹了心
智？还是联赛中不败战绩，让巴尔韦
德忘记了“足球其实是圆的”？

大热必死、 一切皆有可能……
巴萨又一次戛然而止的欧冠之旅，
绝不是几句“毒鸡汤”就能带过的。
连续第3年止步八强，这“锅”必须有

人背。比方说，巴尔韦德的排兵布阵竟然和首
回合一模一样？ 为什么不早换上登贝莱或保
利尼奥？本场伊涅斯塔和梅西迎来联袂第100
场欧冠里程碑，可两人却全场“失联”了？全无
活力的中前场，巴萨体系还准备依赖到何时？

罗马的确不是一天建成的， 巴萨的崩塌
也绝非朝夕之间。

相比罗马上演惊天逆转的不可思议，巴
萨整场所展现的战斗力、精神力之萎靡，更让
人无法接受。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老迈，更有
一种“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楼塌了”的无奈。

伊涅斯塔34岁， 拉基蒂奇、 布斯克茨30
岁， 就连苏亚雷斯和梅西也已经31岁……这
些天才们在年轻时， 能依靠灵活的摆脱和转
身，来赢得处理球的空间。而现在，我们却看
到34岁的“老白”，在面对罗马中场的贴身防
守时，多次出现无力的失误。更可悲的是，直
到0比3落后了， 巴尔韦德才想起身边坐着年
轻的登贝莱，可此时，他已经要为自己的保守
付出代价。

当终场哨响起，伊涅斯塔眼神是空洞的，
他说：“这可能是我代表巴萨的最后一场欧冠
比赛……”

利物浦、罗马挺进欧冠四强
曼城、巴萨意外出局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昭云）
10日上午，“湖南省青少年击剑后备人才基地” 在邵东县城
区第二完全小学揭牌， 这是我省首家在县市挂牌的击剑后
备人才培训基地。

据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处长杜利民介绍， 我省击剑
运动近两年发展迅速。2017年，湖南省击剑运动协会成立，
组织了省、市级击剑锦标赛。今年，我省将成立击剑运动专
业队。邵东县城区第二完全小学配备了专职击剑教练，设有
剑道8条、训练道4条等，可广泛满足中小学生的训练要求。

蔡矜宜

下期奖池：544516313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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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94 7 3 4
排列 5 18094 7 3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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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41 01 23 25 31 33 01+1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3

10000000 30000000

83333312777777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
员 肖强）据省气象台预计，近两天湖南将有一
次较强降雨发生。今天，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发布长沙市城区27个易渍(堵)点，提醒广大
市民注意绕开易渍(堵)点，确保行车安全。

芙蓉区： 芙蓉广场西北角家乐福超市前
坪内涝点整治工程、 五一大道市物资大厦区
域内涝点整治工程、 高家坡下穿京珠高速内
涝点整治工程。

天心区：南湖路隧道入口内涝点整治工程、
雀园东路、 南湖路金域南外滩内涝点整治工程、
小西门水系、西湖路书院路口至湘江路口内涝点
整治工程、中意一路嘉禾社区周边、湘江一桥下。

岳麓区： 西二环王家湾北往南辅道内涝点
整治工程、枫林三路麓谷大道内涝点整治工程、
晨风路内涝点整治工程、 二环线桐梓坡西路商

学院公交站内涝点整治工程、 麓景路内涝点整
治工程、岳麓区尖山村段、谷丰南路溪水浴前易
渍点整改项目、银杉路与岳华路交叉口、观沙岭
街道岳华村白马庙、麓源路与御景路交会口、坪
塘大道洋湖湿地公园对面、 岳麓区云栖路区域
（洋湖国际创富中心前绿化带中易渍点整改项
目、与金牛路交会）、二环线区域（与金星路北路、
佑母塘路口、咸嘉湖路匝道南往北方向）区域。

开福区：黄兴北路内涝点整治工程。
雨花区： 湘府东路半岛蓝湾路段内涝点

整治工程、 振华东路京珠高速桥下内涝点整
治工程、 万家丽绕城高速桥下内涝点整治工
程、 环城绕城万家丽南收费站路段内涝点整
治工程、支12-13路内涝点整治工程、香樟路
北侧铁路桥、车站南路（桂花路口—树木岭货
场）内涝点整治工程。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谢特波 孙青青)今天上午，娄底检察
机关指控的被告人杨运寿等28人拐卖妇
女、 收买被拐卖妇女一案在娄底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 检察机关指派检察
官出庭支持公诉。

检察机关指控：2016年9月至11月，被
告人卿启林、邹南意、卿春山、卿启兵、刘青
香、伍永宁等人以出卖为目的，多次共同或
者单独从被告人杨运寿等人处以人民币3
万余元的价格收买由他人拐骗至中国境内
的外籍妇女，自驾或者租乘被告人邹彪、陈
志伟等人的车辆，将外籍妇女运送回新化，
然后再以介绍婚姻为由， 将外籍妇女以人
民币3至8万余元的价格贩卖给被告人欧
习东、陈智红等人。

本案是一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跨国拐
卖妇女团伙案。检察机关指控，28名被告人

在短短2个多月时间内拐卖、 收买了24名
外籍妇女，其中杨运寿、邹南意、刘青香、伍
永宁拐卖妇女的人数达到十人以上。 承办
检察官严审细查数百份证据， 积极引导侦
查机关取证，将繁复的案情梳理清晰，为有
力指控犯罪打下坚实基础。

承办检察官介绍，本案中收买这些被
拐卖外籍妇女的被告人， 多数家庭条件
差或儿子残疾，已到适婚年龄却娶不起、
娶不到老婆，看到亲戚、邻居都通过这种
方法“买”到了新娘，就通过被告人罗玲
翠等专门介绍拐卖外籍妇女的“媒人”联
系上新化的卖家， 用尽全家积蓄买来一
个新娘。然而，由于这些女子系被他人拐
骗非法入境中国，内心不是自愿来嫁人，
本案中多名被拐女子趁上街赶集等机会
逃跑。收买人不仅落得人财两空，还将面
对刑法的惩罚。

24名外籍新娘案娄底开庭
28名嫌犯被指控犯拐卖妇女、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当心！ 长沙市区有27个易渍（堵）点

湘潭积极处理中央、省委交办信访件
19名市领导包案71件

湖南日报4月11日讯 （记者 蒋睿 通
讯员 冉春雷）4月10日， 湘潭市主要领导
分别下村走访， 主动与包案的信访举报人
见面，当面倾听群众诉求，及时回应百姓关
切，就地化解一批疑难信访举报问题。

自中央第八巡视组巡视湖南、 省委第
二巡视组巡视湘潭以来，湘潭市高度重视、
全力配合，拧紧思想“发条”，对巡视组交办
的问题决不迟疑、立行立改。目前，中央巡
视组向湘潭市纪委移交45件信访件，省委
巡视组向湘潭市纪委移交286件信访件。

4月9日，湘潭市出台工作方案，从中
央巡视组和省委巡视组移交的信访件中，
筛选71件群众反映强烈、 问题突出的信访

举报问题，由19名市领导集中2个月包案化
解。其中，市委书记、市长分别包案10件，市
委常委、 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协主要负责
人、市政府副市长分别包案3件。

采取重点约访、下村走访等方式，对群
众反映的违纪问题认真调查、严肃查处；对
遇到困难的群众， 积极主动为他们排忧解
难； 对侵害群众利益违纪行为发生的原因
进行深刻剖析； 对实名举报要与举报人见
面，当面答复实名举报人，并签署实名举报
意见反馈单……根据工作方案要求， 此次
包案将做到问题查处到位、困难解决到位、
不足整改到位、宣传解释到位，切实解决群
众诉求，维护群众利益。

开车经过积水路段时， 首先应查明积水
的深度， 水深超过排气管， 容易造成车辆熄
火，不要强行通过。

不要高速通过涉水路段， 高速通过会产
生浪花，导致实际涉水深度加大，容易造成发
动机进水。

避免跟车过近， 尤其是不要与大车跟车
过近，容易阻挡视线，同时大车溅起水浪会使
实际涉水深度加大。

熄火后切忌再次启动车辆， 避免造成发
动机严重损坏。

场外任意球

� � � �图为利物浦
队球员菲尔米诺
在进球后与队友
庆祝。

新华社发

省青少年击剑后备人才基地
落户邵东

2018年全国田径大奖赛
株洲站16日举行

积水路段行车常识
■链接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庆林

留置33天， 为赌博犯罪团伙提供“保护
伞” 的郴州临武县公安局汾市派出所辅警熊
志新，4月2日， 由临武县监察委员会以涉嫌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受贿罪依法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该案既是郴州市监委成立以来的首例县
级留置案， 也是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以来，郴州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采取留置
措施的第一案。

决定留置经三级监委审批

2月12日，刚成立不久的临武县监委，接
到郴州市纪委监委交办的“临武县武水镇石
桥村一场所聚众赌博，且有村干部涉及其中”
问题线索，要求立即调查核实。

当日，临武县纪委、县监委立即成立了以
县纪委常委、 县监委委员郭岑彬为组长的调
查组，对上级交办的事项展开调查。在调查过
程中， 发现县公安局汾市派出所辅警熊志新
涉嫌以通风报信等方式为聚众赌博团伙提供
保护的问题线索。

2月28日，县监委委务会研究决定，对熊
志新的违纪违法问题予以政务立案。

随着调查的进展和关键证人的到案，调
查组掌握了熊志新涉嫌职务犯罪的关键证
据。经调查组集体讨论，临武县纪委、县监委
集体研究， 决定依法提请上级监委对熊志新
采取“留置”措施。

在审批留置措施手续时， 湖南省纪委监
委主要领导当即批示：“此案系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中挖出的案件，社会影响恶劣，要高度重
视并一查到底； 深挖细查可能涉嫌的共同犯
罪和背后的保护伞。”随后，郴州市纪委监委
主要领导表示：“要深挖细查， 打掉背后的保
护伞，无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要把案件
办成铁案。”

经报请省市监委审批同意，2018年3月1
日，临武县监委正式对熊志新采取“留置”措
施，留置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至5月31日。

每项措施严格按照监察法实施

由于县级监察委成立不久，对于采取“留
置”措施也没有太多经验可循。为此，市纪委
监委派出专门力量到场指导， 临武县委全力
支持县监委工作。

为办好“留置第一案”，打响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枪声，临武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
监委主任戴纯明表示：“一定要将此案办成铁
案，对黑恶势力‘关系网’‘保护伞’一查到底、
绝不姑息，形成强大震慑，铲除黑恶势力的滋
生土壤，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临武县纪委监委统筹调配办案力量，安
排10人共同办理此案，其中原纪检监察系统
干部7人、检察院转隶干部3人。“通过本案的
办理，充分发挥了干部特长，在实际工作中互
相学习，加快了业务融合。”一名调查组成员
告诉记者。

“采取留置措施时当场宣读权利义务告
知书，24小时内向其家属和单位送达留置通
知书，每天1次定时体检，每次连续讯问不超
过6小时，当天晚上12时前必须结束讯问。讯
问时至少两个审查人员参与， 且全程同步录
音录像， 充分保障被留置人员合法权利。”郭
岑彬介绍，每个程序都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按照监察法，在调查过程中可以采取12
项措施。 郭岑彬告诉记者：“在熊志新案办理
过程中共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调取、
扣押、鉴定、留置等8项措施，在使用每项措施
前，我们都会集体认真学习监察法，再按规定
执行。”

由于熊志新长期在公安机关工作， 具有
一定反侦察能力，在被采取留置措施前，就毁
灭不少证据， 这给调查人员调查取证带来很
大难度。为固定证据，调查组多次赴外省调取

信息，连日舟车劳顿、长途奔波，办案组10名成
员齐心协力、高度融合、密切配合，从熊志新被
留置到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仅历时33
天。在这33天当中，内审组共讯问被调查人31
次，外调组询问相关证人42人次，调取账目资
料等书证43份，形成调查卷宗5卷。

案件审理和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
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
一致”，这是监察法对证据的硬性要求。

如何按照刑事诉讼要求收集固定证据？如
何避免瑕疵证据甚至非法证据？在没有经验可
以借鉴的情况下， 调查组以监察法为蓝本，以
刑事诉讼法为参考，按图索骥，收集和固定证
据。 同时报请县监委主要领导同意。3月25日，
案件审理室提前介入审理。3月27日，邀请县人
民检察院派员提前熟悉案情。

随后，3支队伍充分融合、配合作战，发挥
各自的优势。

“案件审理室提前介入审理、检察院派员
提前熟悉案情，对事实和性质认定、涉案款物
处理、 移送审查起诉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
议，让我们及时完善证据和取证程序，提前了
解案件移送的程序和文书，确保了证据主体完
整及证据具备合法性、客观性、相关性。”调查
组一名成员说道。

临武县检察院公诉科科长邝助法告诉记
者，“对检察机关来说，提前熟悉案情可以减少
审查起诉时间， 能够及时补齐辅助证据和旁
证，使起诉顺利进行。3支队伍还能够相互制约
和监督，保证案件质量。”

除了县监委与县检察院通力协作外，县监
委内设的案管室、审理室与纪检监察室相互配
合，公安机关也全力协作案件调查。“通过整合
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充分将监察体制改革的制
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案件权威高效。”
戴纯明说。

郴州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留置“首案”移送检察机关 ———

留置33天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