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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年前的秋天， 习近平主席西行哈萨
克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即“一带一路”倡议。5年来这一重大倡议，
顺应了世界大势和时代要求，顺应了各国
加快发展的共同愿望，引起越来越多国家
热烈响应。

在8月27日召开的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5年来共建“一带一
路”取得的显著成就，科学分析共建“一带
一路”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提出了明确要求。这
一重要讲话，高屋建瓴、统揽全局、思想深

刻、内涵丰富，为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为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指明了前
进方向。

5年携手并进，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
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截至今年7月，全球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范围自亚欧大
陆拓展至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南太平
洋地区。5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大幅提升
了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推动
我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
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
放新格局；我们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
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
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0多万个

就业岗位， 我国对外投资成为拉动全球对
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

5年春华秋实，共建“一带一路”为完善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出新贡献。 从坚持以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到聚焦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再到
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
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建
设跨越不同地域、 不同发展阶段、 不同文
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
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实践充分证明，共
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
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
运共同体意识， 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
全球开放合作、 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作为实践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重大倡议，共建“一带一路”
已成为有关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巨大合
作平台，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实践平台。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
更加美好的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
愿望。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与
各国人民并肩同行、共同奋斗，共建“一带
一路”就一定能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载8月28
日《人民日报》）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2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是党的十八大之
后，党中央对条例的第二次修订，再次释放
出以铁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强烈信号。

突出政治性：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强调 “两个维
护”“四个意识”，确保全党令行禁止

在党中央领导下，2017年11月中央
纪委就着手研究修订条例。经过反复研究
修改，广泛征求意见，2018年7月31日，中
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条例。新修订的党纪
处分条例共142条，与原条例相比，新增
11条，修改65条，整合了2条。

从修订的内容来看，新条例的一个显
著特点是进一步突出政治性。

首先，体现在总则中的3处增写———
增加指导思想，写入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写“两个维护”，即“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
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增写“四个意识”，即“党组织和党员
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

其次，体现在对政治纪律的着重补充
完善———

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
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增
加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

一致行为的处分规定；
增加对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中央

确定的大政方针，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
折扣、搞变通，以及制造传播政治谣言等
危害党的团结统一行为的处分规定；

增加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等对党不
忠诚不老实行为的处分规定；

增加干扰巡视巡察工作或者不落实
巡视巡察整改要求的处分规定等。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不断
增强“四个意识”，这是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是条例修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与此同时，在政治纪律部分，为了维
护民族团结稳定， 新条例要求对组织、利
用宗教活动破坏民族团结的首要分子从
严处理；

为了坚定党员理想信念，新条例新增
一条， 对党员信教问题进行明确规定：对
信仰宗教的党员， 应当加强思想教育，经
党组织帮助教育仍没有转变的，应当劝其
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

彰显时代性：
增加对污染防治、 扶贫脱

贫、 扫黑除恶等领域典型违纪
行为的处分规定， 为新使命新
任务提供纪律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 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关键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开创新局面。

在新时代，要贯彻坚持新发展理念、实
现高质量发展，要打赢脱贫攻坚战、使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 要保障和改
善民生、 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等，都离不开坚强的纪律作保证。

新修订的条例紧扣党在关键历史时
期的新使命新要求，作出了许多体现时代
性的新规定。

致力于坚持新发展理念， 在工作纪律
中，增加规定：“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不力，对职责范围内的问题
失察失责， 造成较大损失或者重大损失的，
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致力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在群众纪律
中，增加了在扶贫领域有超标准、超范围
向群众筹资筹劳、摊派费用，克扣群众财
物、拖欠群众钱款，吃拿卡要等行为将从
重或者加重处分的规定。

致力于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
感安全感，新增了对利用宗族或者黑恶势
力欺压群众以及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等行为的处分规定。

增强针对性：
新增对“两面人”、利用未公开

信息买卖股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家风败坏等新型违纪行为的处分规
定，进一步扎紧制度篱笆

针对反腐败的形势任务，新条例规定
了要重点查处的三类腐败案件，即党的十
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

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和经济问
题交织的腐败案件。

近年来， 一些管党治党的突出问题和
新型违纪行为暴露出来，新修订的条例举一
反三、以案明纪，进一步扎紧了制度篱笆。

比如，组织纪律部分，针对故意规避
集体决策、借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等违
反民主集中制原则行为作出明确规定。

廉洁纪律部分，针对“四风”隐形变
异，对以学习培训、考察调研为名变相公
款旅游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新表现
作出处分规定；强化党员干部从事营利活
动的监督，增加对利用决策、审批过程中
掌握的未公开信息买卖股票行为的处分
规定， 增写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钱款、通
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等
影响公正执行公务行为的处分条款。

工作纪律部分， 增加对贯彻党中央决
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热衷于搞舆论造势、
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 以文件落实文件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的处分规定。

生活纪律部分，明确规定：党员领导
干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及其
配偶失管失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
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新版党纪处分条例将于2018年10月
1日起施行。 它的颁布施行必将不断提高
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以更
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的思路举措，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战略性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以铁的纪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聚焦《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再次修订

李克强对2018年全国医改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

更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2018年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8月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新一轮医改以来，我们坚持用中国式办法破
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卫生健康
事业稳步发展，人民健康水平稳步提高。广大医改工作者
和医务人员充分发扬改革创新、敬业奉献精神，为推进医
改和维护人民健康作出重要贡献。谨致以诚挚问候！望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深化医改的决策部
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
机制，敢触动利益，敢啃“硬骨头”，持续加大医疗、医保、医
药联动改革力度，努力在降低虚高药价、深化公立医院改
革、完善基本医保和分级诊疗制度、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
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更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为推动健康中国建
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

下期奖池：6342598373.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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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32 5 3 1
排列 5 18232 5 3 1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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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0 06 20 21 26 30 06+0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4

1

8691899 34767596

52151395215139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两座城市共同举办
史上项目最多、规模最大

继前两届省运会增设成年组赛事
后，本届省运会再次开创先河，青少年组
和成年组分别在衡阳市和邵阳市举行。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表示：“举办省运
会是调动全民参与体育活动热情、 强化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措施。衡阳、邵
阳是我省两个人口大市， 常住人口分别
达720万和830万，省运会在衡、邵两地举
行，将使更多群众参与到省运会中，大大
增强两地群众参与运动的热情。”

本届省运会的主题口号是“衡邵同运，
三湘共赢”，在两地举行，创下多项之最。

据介绍， 青少年组比赛在全省安排
了15个赛区，其中衡阳市13个赛区，分布
于7区1市5县，高尔夫球、激流回旋在株
洲市、张家界市举行。成年组比赛在全省
安排了5个赛区，其中邵阳市4个赛区，分
布于1市3县，高尔夫球在长沙市举行。青
少年组设25个大项， 共有6189名运动员
参加，成年组设14个大项，共有2352名运
动员参加。从赛区分布、项目设置、参加
人数以及金牌总数， 都创造了历届省运
会之最。

李舜介绍，本届省运会坚持“科学办
赛、节俭办赛”，充分利用了衡阳、邵阳现
有的体育场馆和设施， 特别是学校现有
的场馆资源。 比如衡阳市的25个比赛项
目， 共统筹使用全市14个大中专院校的
体育场馆。比赛器材准备上，也坚持能借
不租、能租不买的原则，把节约的开支用

在改善群众体育活动设施上。

新增攀岩和击剑
青少年组均为奥运项目

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设25个大项，
分别是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田径、游
泳、跳水、花样游泳、体操、蹦床、射击、举
重等项目，共设金牌684枚。

李舜告诉记者，青少年组聚焦竞技人
才培养，所设项目全部是奥运项目，其中
我省优势项目的金牌数所占比例在一半
以上。据介绍举重设置65枚金牌，羽毛球
26枚、体操44枚、田径84枚、摔跤46枚、跳
水22枚、射击49枚、游泳62枚、摔跤42枚、
柔道28枚， 金牌的设置体现了向优势重
点项目倾斜的原则。

为注重发展奥运项目，落实国家体育

总局、教育部的“各省（区、市）奥运项目要
达到25个分项”的目标，结合我省击剑、攀
岩项目发展势头良好的实际，本届省运会
首次将击剑和攀岩列入竞赛项目。 李舜
说：“这将对击剑、攀岩和其他奥运项目的
发展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的前期比赛已从
8月18日展开， 青少年组已进行了高尔
夫、皮划艇激流回旋、花样游泳、男女乙组
足球等项目的比赛，并在皮划艇激流回旋
项目上诞生了本届省运会的首金。

全民健身深入人心
成年组新增6个项目

2014年第十二届省运会设了篮球、
气排球、羽毛球、网球、高尔夫、乒乓球、高
脚竞速、武术以及足球9个成年组项目。

随着全民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本
届省运会成年组比赛的关注度进一步提
高，项目也有所增加。与上届相比，本届省
运会减少了高脚竞速， 新增加了健身球、
桥牌、游泳、登山、自行车以及龙舟等6个
项目。

李舜表示：“新增的项目都是近年来
我省发展迅速并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大
众项目，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竞赛只是
一个杠杆，目的还是调动更多人群参与进
来。省体育局还会根据社会发展，在省运
会设置更多的群众喜爱的项目。”

李舜介绍，除了省运会，今年我省还
同步开展“健康湖南”首届全民运动会，
两大赛事将一同掀起我省全民健身的热
潮。据了解，“健康湖南”首届全民运动会
4月开始，目前海选赛已经展开了1600多
场。

湖南选手亚运再添金
“凡尘组合”一扫“国羽尴尬”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周倜）中国羽毛球队终
于在雅加达亚运会再传捷报！ 在今晚举行的亚运会女双
决赛中，我省选手贾一凡与搭档陈清晨直落两局，以2比
0战胜日本组合松友美佐纪/高桥礼华，斩获金牌，一扫此
前国羽“单打溃败”的尴尬。

出生于天津的贾一凡自幼在益阳接受专业羽毛球训
练，并在湖南省羽毛球队注册。她与陈清晨组成的“凡尘
组合”是目前国内最优的女双搭配，两人曾在格拉斯哥世
锦赛夺冠，一举成名。本赛季二人状态有所下滑，此前的
亚运会女团决赛中，作为第一双打出场的两人以0比2负
于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广田彩花，招来外界的质疑。

8月26日的亚运会羽毛球单打决赛中，中国男、女单
打先后遭到“毁灭性”打击，谌龙、陈雨菲的失利让中国队
蒙上阴霾。“凡尘组合”此役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对手松
友美佐纪/高桥礼华又是里约奥运会羽毛球女双冠军。

“凡尘组合”在开局占据优势，但日本组合紧追不舍，
很快将比分追上并率先拿到局点。关键时刻，顽强的“凡
尘组合”连救3个局点，将比分追平后连赢2分，以22比20
实现逆转。

第二局更为艰难。“凡尘组合”与对手不断“拉锯”，最
后关头两人以20比18率先拿到赛点，无奈很快被对手连
续追平。最后时刻两人没再出现失误，凭借陈清晨网前封
网得分，“凡尘组合”以22比20再下一城。

夺冠时刻，陈清晨用手指向胸前的国旗，大喊三声发
泄情绪；贾一凡更是现场飙泪，紧紧拥抱与自己同甘共苦
的搭档。 对她们而言， 这是一场对日本选手“酣畅的复
仇”。对中国羽毛球队来说，这枚金牌将国羽在本届亚运
会深陷失利泥淖的境地中“拉回来”了一点。

衡邵同运，三湘共赢� � � � 9月3日， 第十三届
省运会将在衡阳开幕 。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介绍，
本届省运会首次在两地
举行， 其中衡阳举办青
少年组比赛， 邵阳举办
成人组比赛， 是我省规
模最大、 参赛人数最多
的一届省运会。

� � � � 8月27日， 湖南
省第十三届运动会花
样游泳 （青少年组）
甲组双人自选和乙组
25米节奏游比赛在
衡阳市体育中心游泳
馆举行。 图为运动员
在比赛中。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王亮 摄影报道

国办印发《意见》

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
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实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定不移把教育放在优先位置，改革
完善教育经费投入使用管理体制机制， 以调整优化结构为
主线，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着力解决教育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发展。

《意见》强调坚持“优先保障、加大投入，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深化改革、提高绩效”的原
则，对教育经费投入、使用、管理提出以下明确要求。

一是完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 要持续保障财政投入，
全面建立生均拨款制度，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般不低于4%，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
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
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

二是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 要科学规划教育经费
支出，合理确定阶段性目标和任务，严禁随意扩大免费教
育政策实施范围。要重点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始终坚
持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投入的重中之重，落实政府责任。

三是科学管理使用教育经费。要全面落实管理责任，
建立健全“谁使用、谁负责”的教育经费使用管理责任体
系。要全面改进管理方式，以监审、监控、监督为着力点，
建立全覆盖、全过程、全方位的教育经费监管体系。要全
面提高使用绩效， 建立健全体现教育行业特点的绩效管
理体系。

2018雅加达亚运会
8月18日－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