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谢卓芳 李特南 周倜 2018年7月31日 星期二
时事·体育 12

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

推进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改革试点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
进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意见》明确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主要
内容。一是功能定位。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均为在国家授
权范围内履行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是国有
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二是组建方式。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可采取改组和新设两种方式设立。 三是授权机制。
采取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授予出资人职责和政府直接授予出
资人职责两种模式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四是
治理结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设立党组织、董事会、经
理层，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董事会的决策作用、经理
层的经营管理作用。五是运行模式。包括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的组织架构、履职行权方式、选人用人机制、财务监管、
收益管理及考核机制等。六是监督与约束机制。完善对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监督体系，并实施绩效评价。

中纪委公布上半年违纪情况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5万多起，

处理3.6万多人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30

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2018年上半年全国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5677起，处理36618人，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26029人。

从上半年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类型看，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6429起、 违规收送礼品礼金4516
起、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4094起、违规公款吃喝3306起、
大办婚丧喜庆2651起、公款国内旅游1275起、楼堂馆所违
规问题909起、公款出国境旅游73起、其他问题2424起。

2018年上半年，共有1名省部级干部、527名地厅级干部、
3906名县处级干部，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被处理。

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
———五论习近平主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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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是实现各国共
同发展的必要条件。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才能为世界
和平与发展提供保障。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
工商论坛上， 习近平主席准确把握未来
10年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大势 ，明
确提出“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
的主张， 为金砖国家积极参与推动全球
治理变革、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指明了方
向， 彰显了中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参与
者、建设者、贡献者的责任担当。

良好稳定的外部环境， 是所有国家发
展的重要前提， 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必须看到，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行， 地缘政治热点
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武装冲突的阴霾挥之
不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多边主
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凡此，都
直接影响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
展的外部环境。当此之际，全球治理体系的
走向， 关乎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发展空间，关乎全世界繁荣稳定。

随着世界不断发展变化，随着人类面
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
对全球治理体制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

是大势所趋。但是，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
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正如
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现行国际秩序并不
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
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更
容不得推倒重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符合世界
各国的普遍需求。

未来10年，是金砖国家发展处于关键阶
段、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的10年。继续做全
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
是时代赋予金砖国家的责任。 如何履行责
任，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议，
赢得与会嘉宾高度认同：金砖国家要坚定奉

行多边主义，敦促各方切实遵守共同制定的
国际规则，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大家的
事商量着办，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
极参与斡旋解决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要坚定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推进全球经济治理
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
性和发言权。不管是创新、贸易投资、知识产
权保护等问题，还是网络、外空、极地等新疆
域，在制定新规则时都要充分听取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意见，反映他们的利益和
诉求，确保他们的发展空间。

时代大潮奔腾不息， 不以任何人的意
志为转移。牢牢把握历史大势，紧紧围绕时
代主题，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金砖
国家就一定能让第二个“金色十年”的美好
愿景变为现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载7月31日
《人民日报》）

下期奖池：617596728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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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4 7 1 3
排列 5 18204 7 1 3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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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88 08 09 21 25 33 01+0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2

9965868 29897604

119590405979520

�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周倜）
“昭山健康产业园杯” 湖南省首届沙滩
健身健美大赛今天在昭山城市海景水上
乐园收官。 比赛期间， 一场场“力量健
美秀” 轮番上演， 点燃夏日激情。

本次比赛于7月28日开始，吸引了来
自国内外500余名专业健身健美运动员
参赛。 根据比赛规程， 共设有健体ABC
组、比基尼ABC组以及健美60公斤级、65
公斤级、70公斤级、75公斤级、80公斤级、
85公斤级、85公斤以上级和元老级等组
别，经过两天的角逐，大赛组委会评选出
各级别冠亚季军共计40多个奖项， 并颁
发国家认证的专项奖项证书。

本次比赛由省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中
心指导，省健身健美协会和长沙华鹰健
身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通讯员 陈琳
记者 王亮） 记者今天从省体育局了解
到，“月亮岛·博克森欢乐体育大世界”
将于8月8日第10个“全民健身日”亮相。

“月亮岛·博克森欢乐体育大世界”由

长沙月亮岛文旅新城和霍尔果斯博克森
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开发，分
两期进行，率先亮相的第一期包括综合场
馆、欢乐球场、运动训练场及购物商场等，
集运动体验与健康指导服务、大众体育交

流与展示、体育文化艺术观赏与培训以及
休闲娱乐与度假为一体，堪称“航母级”的
体育综合服务平台。

8月8日的启动现场，将有《我就是
拳王》《涂鸦大赛》《22足球小子》 等7大
主题活动上演。活动现场还将有多名奥
运冠军进行“冠军大课堂“授课。据悉，
“月亮岛·博克森欢乐体育大世界”每年
将举办100场体育活动、30场体育赛事。

“欢乐体育大世界”8月8日月亮岛启动
打造“航母级”体育服务综合体

� � �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7月3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 听取吉林长春长生公司违法违规生产
狂犬病疫苗案件调查进展汇报， 要求坚决
严查重处并建立保障用药安全长效机制；
部署优化教育经费使用结构和落实义务教
育教师工资待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会议听取了国务院调查组的汇报。现
已基本查明， 长春长生公司在生产人用冻
干狂犬病疫苗过程中， 存在严重违反国家
药品标准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擅自
变更生产工艺、编造生产和检验记录、销毁
证据等违法行为， 性质极其恶劣， 涉嫌犯
罪。 公安机关已拘留并提请批准逮捕相关
责任人。下一步，国务院调查组要继续深入

开展工作。一要根据案件调查结果，依法从
重对涉案企业和责任人、 参与者作出严厉
处罚，处以巨额罚款，并由司法机关进一步
追究刑事责任， 让严重违法犯罪者获刑入
狱，把他们依法逐出市场，终身不得从事药
品生产经营活动。二要指导各地全部回收销
毁未使用的涉案疫苗。已出口的要监督企业
召回，并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和有关国家通
报。 对涉案企业生产的其他疫苗严格查验，
发现问题立即处置。加快完成已开展的全国
全部46家疫苗生产企业全链条监督检查，及
时向社会公布结果。三要深入开展监管责任
调查，决不能手软。对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
坚决一查到底，对贪赃枉法、搞利益输送的
要重拳打击，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也要依法依

规严厉追责。四要全面查清涉案疫苗接种情
况， 依据相关领域专家作出的风险评估结
果，科学拟定应对预案。相关部门要立足事
实作出解释，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五要有针
对性地抓紧研究提出进一步完善疫苗研发、
生产、流通、使用全流程监管体制的方案，构
建确保群众用药安全的长效机制。 会议指
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在保障教育
合理投入的同时，把义务教育作为投入的重
中之重，优化教育支出结构，促进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发展。各地要制定区域内各级学
校生均经费和财政拨款基本标准，并建立动
态调整机制。 引导社会力量加大教育投入。
财政教育经费存量资金优先保障、增量资金
更多用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子

女。 要将绩效管理覆盖所有财政教育资金，
严禁超标准建设豪华学校，把教育经费的每
一笔钱用到关键处。

会议听取了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落
实调研督查情况汇报， 强调要强化地方政
府责任， 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
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凡
未达到上述要求的都要限期整改达标，财
力较强的省份尤其要加快进度， 各地要定
期向教育部、财政部报告落实情况，国务院
适时开展督查。会议要求，要及时足额发放
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
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的中高级教师岗位比
例。严格规范教师编制管理，对符合条件的
非在编教师要加快入编，并实行同工同酬。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坚决严查重处长春长生疫苗案
建立保障用药安全长效机制

� � � �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
有资产监管、 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
要求， 加强和规范中央企业责任追究工
作，国资委日前印发《中央企业违规经营
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

究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办法》指出，对中央企业经营管理

有关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国有资产
监管规章制度和企业内部管理规定等，
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在经营投资中
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其他严重不良后果
的，要依法依规严肃问责；责任追究工作

要贯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重要要求，
既考虑量的标准也考虑质的不同， 恰当
公正地处理相关责任人。

《办法》明确，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原则
上按照国有资本出资关系和干部管理权
限， 对不同层级经营管理人员进行追究处
理；坚持惩治教育和制度建设相结合，加大

典型案例总结和通报力度， 推动中央企业
不断完善规章制度，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办法》进一步明确了中央企业违规
经营投资责任追究的范围、标准、责任认
定、追究处理、职责和工作程序等。

《办法》要求中央企业据此结合本企
业实际情况，细化责任追究的范围、资产
损失程度划分标准等， 研究制定责任追
究相关制度规定，并报国资委备案。各地
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参照本办
法， 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本地区责任
追究相关制度规定。

国资委印发《办法》

加强和规范央企责任追究工作

夏日沙滩上演
“力量健美秀”

� � � � 7月30日， 一群中
学生在衡阳市南华大学
足球场进行训练。 暑假
期间， 该校所有运动场
地免费开放， 方便市民
健身锻炼。

肖与轩 曹正平
摄影报道

共享校园体育场

人民日报评论员

我省首届沙滩健身健美大赛收官

� � � �据新华社马来西亚普特拉贾亚7月30日电 马航370航
班客机安全调查组30日公布调查报告称，目前仍无法确定
客机失事原因。

调查组负责人郭师传说， 这并不是关于马航370航班
客机的最终报告，飞机失事的“最终答案只有找到残骸才能
得出”。在无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调查组可能在不久后解
散。调查组计划前往北京向中国籍乘客家属进行说明。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当天发表声明说：“我们不放
弃找到马航370航班客机的愿望。我们仍然希望，当有新的
可信证据出现时，可以找到谜题的答案。”

马航370客机调查报告称

出事原因仍无法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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