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顾雏军等再审一案
据新华社深圳6月14日电 2018年6月13日至14日， 最高

人民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虚
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
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顾雏军等人在调整完
善注册资本结构过程中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行为社
会危害性较小，尚属行政违法范畴，不构成犯罪；科龙电器
2002年至2004年每年年底通过压货方式进行虚假销售，导致
其公开披露的年度财会报告含有虚假成分，但在案证据不足
以证明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对顾雏
军等人的行为，应按无罪处理；顾雏军等人挪用科龙电器和
江西科龙合计2.9亿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审裁判
相关部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顾雏军等人挪用扬州亚星客
车6300万元的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且在案证据
不能证实顾雏军等谋取了个人利益，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 � � � 6月12日，隶属“泰安球王”长沙明德中学旗下的明德华兴中学正式引入宝岛
台湾高校篮球名帅沈欣汉，开创我省校园篮球“两岸人才合作模式”———

湘春路来了个宝岛教练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6月12日， 位于长沙市湘春路的明
德华兴中学体育馆内， 初来乍到的台湾
人沈欣汉看着眼前一群篮球小将若有所
思———自己“好久未见”的“泰安球王”原
来是从这里起步的。

早在1933年明德中学篮球队曾代表
湖南参加全国运动会， 一时名声大起。学
校的老校区位于湘春路北正街泰安里，以
前学校正门面向泰安里敞开，所以长沙市
民们称明德中学男子篮球队为“泰安球

王”。 现在位于湘春路的老校区变成了明
德华兴中学，明德中学则搬去了长沙南城
区，但是“泰安球王”的称号从未变过。

沈欣汉之前并不知道这些历史，他的
印象中，明德中学多年前便与母校台湾南
山高中建立了“兄弟校”的合作关系。现在
的明德中学已跻身全国校园篮球名校之
列，主攻初中篮球训练的明德华兴中学在
2014年一举拿下全国初高中篮球联赛（初
中组）冠军。这次在学校与湖南湘粮国际
勇胜篮球俱乐部的合力邀请下，当年还以
球员身份与明德中学切磋的沈欣汉接过

“兄弟学校”总教练的教鞭，成为湖南校园
篮球发展中首位台湾教练员。

得益于近几年海峡两岸职业篮球与
校园篮球交流切磋机会极速增多， 越来
越多的台湾选手征战大陆。“一切都很新
鲜，也倍感压力。”已有10年执教经验的
沈欣汉坦言。在他的理解中，内地篮球近
几年市场更广阔，竞争变得更激烈，来到
湖南意味着有了“更多的可能”。“以前在
台湾执教，孩子们身材不占优，因而打法
有限。来到这里，或许可以探索出更多元
化的训练模式。”

沈欣汉憧憬着自己未来在湖南校园
篮球的作为， 但他或许还不太清楚究竟
是怎样的大背景促成了这一切。早在2年
前，长沙便提出了“一校一特色”的体育
运动发展规划， 特别提出要以体育后备
人才基地和体育运动学校为骨干、 以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和体育协会为重点的后
备人才培养体系。 在此背景下明德华兴
中学“找到”了湖南湘粮国际勇胜篮球俱
乐部这个“好伙伴”。除了沈欣汉之外，素
有“冠军教练”之称的长沙市雅礼中学女
篮主帅彭丽君也将出任球队顾问， 他们
将与其余3位教练组成团队联手执教。
“体教结合的大背景下，强强联合打造更
有专业性的队伍是新的发展模式， 这样
才能让运动与校园有更紧密的融合。”明
德华兴中学校长许韶歆说。

� � � �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中共中央
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新闻思想讲
义（2018年版）》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学
习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各地新华
书店发行。

习近平新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
和改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一系列富
有创见的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 科学回
答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长远发展一系列根
本性、战略性、全局性重大问题，深刻论

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历史方位、 职责使
命、方针原则等重大课题，形成了体系完
整、科学系统的新闻思想。习近平新闻思
想与我们党长期形成的新闻思想一脉相
承又与时俱进，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新闻理论， 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的科学指南、根本遵循。
《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2018年

版）》 对习近平新闻思想进行了全面深
入阐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权威性、针
对性、实用性，是新闻战线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新闻思想的重要辅导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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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上海6月14日电 在中国福利
会成立80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代表中共中央，并以他个人的名义，表示
热烈的祝贺，向长期辛勤工作在我国妇女
儿童事业一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80年来， 中国
福利会秉持“永远和党在一起”的坚定信
念，在妇幼保健、校内外教育、少儿文化及
社会福利等领域开展实验性、 示范性工
作，为我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为促进祖
国统一事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
了独特作用，取得了丰硕成果。

习近平强调，希望中国福利会全面
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团结凝聚广大妇
女儿童工作者，继续致力于缔造未来的
事业，促进妇女儿童健康发展，为培养

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纪念中国福利会成立80周年大会
14日下午在上海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会上宣
读习近平的贺信并讲话。他表示，要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 加快中国福利会事业发展步伐，不
断提供新的实验示范和引领辐射，擦亮
中国福利会的服务品牌和文化品牌，让
爱心事业更多更好惠及千家万户。

中国福利会的前身是1938年由宋庆
龄先生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1950年改名
为中国福利会， 主要从事妇幼保健卫生、
儿童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工作。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福利会成立80周年强调
为培养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

习近平致中国福利会
成立80周年的贺信

� � � � 值此中国福利会成立80周年之
际， 我代表中共中央， 并以我个人的
名义， 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长
期辛勤工作在我国妇女儿童事业一线
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慰问！

80年来， 中国福利会秉持 “永远
和党在一起” 的坚定信念， 在妇幼保
健、 校内外教育、 少儿文化及社会福
利等领域开展实验性、 示范性工作，
为我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 为促进祖
国统一事业、 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发挥了独特作用， 取得了丰硕成果。

希望中国福利会全面贯彻中共十
九大精神， 团结凝聚广大妇女儿童工
作者， 继续致力于缔造未来的事业，
促进妇女儿童健康发展， 为培养有知
识、 有品德、 有作为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服务， 为实现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18年6月14日

（新华社上海6月14日电）

� � � �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
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拥有广泛
共同利益、肩负重要责任。中美合作可以办
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希望双方团
队按照我同特朗普总统北京会晤达成的
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扩大
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
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美建交近40年来两

国关系发展历程给我们的重要启迪就
是，要始终正确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尊重
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中方
一直致力于同美国发展相互尊重、 平等
相待、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双方要加强
高层交往及机制性对话， 拓展各领域合
作，扩大地方和人文交流，不断夯实两国
关系基础。希望美方慎重妥善处理台湾、
经贸摩擦等敏感问题， 防止中美关系受
到大的干扰。 双方要就重大国际地区和
全球性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共同做世
界和平建设者、国际秩序维护者。

蓬佩奥首先转达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
主席的问候， 特别是感谢习近平主席在朝
鲜半岛问题上提供的重要意见和帮助。蓬
佩奥表示，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美中关
系不断发展。美方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与
中方加强沟通，处理好突出问题，深化各领
域务实合作，并协力应对国际和地区挑战。
美方赞赏中方在政治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持久和平。

习近平请蓬佩奥转达对特朗普总统
的问候。习近平强调，此次特朗普总统同

金正恩委员长实现历史性会晤并取得积
极成果，这是半岛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的
重要一步， 中方向双方表示衷心祝贺。半
岛问题错综复杂，解决起来必然是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希望美朝双方坚持相互尊
重、相向而行，继续为政治解决半岛问题
作出不懈努力。中方坚定致力于半岛无核
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
话协商解决问题。 中方愿继续发挥积极、
建设性作用，同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
一道，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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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由我国哈尔滨工业大学自主研制的月球轨道超长波天
文观测微卫星“龙江二号”目前已进入环月轨道，星上搭载的
沙特月球小型光学成像探测仪等载荷全部正常开机，成功获
取了清晰的月球表面可见光图像。图为嫦娥四号任务搭载沙
特月球小型光学成像探测仪获取的地月合影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