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周倜）
2018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 （湖南
站） 暨湖南省青少年“体育·新时代”
冬夏令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23日在长沙
南雅中学举行。

启动仪式现场， 奥运冠军王明娟、 世

界冠军乐茂盛、 龚睿那等体育明星带领
1000余名青少年通过 《我的湖南赞赞赞》
手势舞表演， 传达阳光、 自由、 尊重、 勇
敢、 成长的新时代青少年新特征。

为丰富我省青少年业余生活， 打造属
于我省青少年体育品牌活动名片， 本次系

列活动将覆盖全省14个市州， 预计将惠及
百万人群。 活动将从6月持续到12月， 其
中夏令营时间自即日起至9月30日结束，
冬令营从11月启动至12月31日止。 活动共
设置足球、 篮球、 排球、 游泳、 武术、 龙
舟、 羽毛球、 举重等30余个体育项目。 此
外， 还将有冰雪运动、 体育科技、 青少年
体质检测等新型特色和趣味性的主题活动。

最高检:

严惩金融、扶贫、
生态领域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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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文化进校园活动启动
将走进全省14个市州50所中小学

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湖南站启动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近日，中央宣
传部、中央网信办、中央文明办、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总
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通知，
决定在全国城乡广泛组织开展群众性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 为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营
造团结奋进的浓厚社会氛围。

通知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讲好改革开放的故事，讲好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充分展示改革
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 伟大成就和宝贵经
验，突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党和
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激励和引导广
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永远奋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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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努力奋斗。

通知提出，要组织开展“隆重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学习体验
活动，精心设计推出学习体验线路，开展“文
明城市纪行”活动，组织干部群众观城乡新
貌、看身边变化。举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系列报告会， 邀请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作报
告。开展“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百姓宣讲活
动，动员干部群众以真人、真事和真情实感，
讲述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生活变迁和奋斗
故事。开展“我与改革开放共奋进”征集活
动，鼓励干部群众结合生活实际创作文章和

摄影作品。举办“改革开放我知道”知识竞
赛，增强趣味性，扩大覆盖面。开展全国广场
舞展演活动，传递健康生活情趣和积极人生
追求。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
征集展示活动，生动活泼地传播主流价值理
念。开展“开学第一课”教育活动，组织“牢记
时代使命 唱响青春旋律”校园歌曲创作推
广活动。开展网上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加强
改革开放成就宣传和政策解读。制作印发宣
传挂图，在城乡基层广泛张贴使用，打造街
头正能量。

中央宣传部等9部门：

部署开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 � �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波澜壮阔，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积累了有益经验和深刻体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带领中国外交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路。 新时代中国
外交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开辟新局面新境界，成就鼓
舞人心，经验弥足珍贵。

一是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我国同世界
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相互联系日益密切。习近平
总书记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和联合国
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倡导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中国梦和世界梦紧紧相联，回
答了攸关人类前途命运的时代命题。

二是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 新时代我
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最根本的一条是我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我们保持战略定力，不惑于纷乱现象，不畏于艰
难险阻，“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

三是坚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 我们倡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
正确义利观、亚洲安全观、全球经济治理观等，这些
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

四是坚持战略谋划和全球布局。 我们积极开展全
方位外交，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对外工作实
现了重要地区、重要国家、重要机制、重要领域全覆盖。

五是坚持捍卫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我们坚定维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坚决反对和
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坚决防范和打击反华势力渗透、颠
覆和破坏活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

六是坚持合作共赢和义利相兼。 我们高举合作
共赢旗帜，不搞你输我赢、唯我独尊。我们倡导和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开创了我国和世界合作共赢新
格局。我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树立
了讲信义、重情义的形象。

七是坚持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关切。 我们
主张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坚持合作应建立在相互尊重、 照顾彼此利益关切的
基础之上。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国家都不要幻
想可以随意损害中国利益。

八是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 国际形势中不
稳定、不确定、不可测的因素在增多，我国发展处于
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我们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
不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不犯颠覆性错误。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我们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从历史经
验中不断汲取前行力量，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再创新
辉煌。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载6月26日《人民日报》）

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成就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三论贯彻落实中央外事工作
会议精神

� � �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6月22日至23日在
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海外专家学者认为， 习近平的讲话明确了
中国外交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方向， 这将有助于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评论员康斯坦丁·加
里博夫说，习近平的讲话是中国对外政策宣
言，指明中国外交优先方向之一就是推动全

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领导人的倡议“不仅符合中国根本利
益，也符合其他国家根本利益，具有全球性
质，应被视为全世界的优先方向”。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
社社长威廉·琼斯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及
其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实践“将改变全球治
理体系的本质， 并带来体系运作方式的根
本性改革，这将是历史性的大事件”。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孟买）前主席

苏廷德拉·库尔卡尼认为，习近平的讲话高
瞻远瞩， 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高度思考问
题，主张各国协调发展，缩小发展差距，促
进共同繁荣，这表明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是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核心要义。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国际经济学讲师盖
里雄·伊基亚拉表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举措，不断
丰富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内容。 中国坚持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给予资金、科技、人员等
方面支持， 以实际行动推动欠发达地区发
展，促进全球经济更加均衡发展。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塞·
罗瓦伊纳认为， 中国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
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 在国际事务中作用
举足轻重。 中国致力于推动广泛国际合作
以及采取的和平政策是世界地缘政治保持
稳定的关键。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海外专家学者积极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未来三年，
检察机关将从严惩处危害金融安全、 妨害精
准脱贫、 破坏生态环境三大领域的刑事犯
罪。 这是记者25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其中， 金融安全方面
的办案重点是依法严惩擅自设立金融机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集资诈骗、 网络传销、
高利转贷及“校园贷” “套路贷” 等。 精准
脱贫方面， 将依法严打虚报冒领、 套取侵
吞、 截留私分、 挤占挪用、 盗窃诈骗扶贫资
金的犯罪。 检察机关还将“零容忍” 打击非
法排放、 倾倒或处置有毒有害污染物、 非法
排放超标污染物等污染环境犯罪。

�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王亮）
今天， 2018湖南省“冰雪文化进校园”
项目启动仪式在长沙市砂子塘新世博学校
启动。 新世博学校的学生近距离学习冬奥
会知识， 感受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 此次“冰雪文化进校园” 活
动由省体育局主办， 长沙市体育局承办，
湖南体育产业研究院执行。 活动启动后，
将在全省14个市州的50所中小学， 开展冰
雪知识大课堂、 冰雪知识竞猜问答、 冰雪

器具展示介绍、 冰雪技巧陆地训练、 冰雪
体验等系列活动， 预计覆盖数万名青少年。

新世博学校校长王念表示： “冰雪
文化进校园对同学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
学习机会。 奥林匹克精神传播与德育工
作相结合， 既传播冬奥会文化， 也为学
生提供体验冰雪运动的平台， 对同学们
强健身体、 拓展爱好也起到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