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01234/05678'9
:*-.;0<=>?@ABCD
EFG #H%&'(:*I,-./
0123J/0KLMN/OPQ
RSO'9TUV WX@YZ[L\
]Z^->_@A`\]abcd>
efAg[hiPjAkGlmBC
n678'9:*-./0o#H%
&'9:*I,-./0123J
/0p/Oqrs@YZ[\]Zt

678'9:*-./0uv
N/OPQR/O'9TUVWX'
9wxCyGz/O{|R/O'9
TUV#WX@YZ[L\]ZG}
/O~�����678'9:*
-.S0��_@Aab� \]a
b[hiPjAk�Q��w�N
���Y�h�w\]��t

PQ�/O'9TU
p�SO
!"#$%&'()*+,-

./012-.
!"#$! 123��8��

����� "#$ �
!"%!�� 
!"&'!%&'()*+*+,%"&-

- - - -345%&6(+,-.
!"#$! 678¡¢�67

�� *"* �£¤¥f¦� (".$ �
!"%!§¨©
!"&'!(/*.&/(/*"$

!"#$ ( #% ) &' *

!"#$%&'()*+,-./012-.3456%78(+,-.

9:;<=>?9@ABCD-E

- - - - !!(""#$%&'()*+
,-. 0.1& / $ 0 0& 1+23
4567#839:;<9=>?

@ABC%&DEFGHIJK5
L83MN";<MN"OPQRS
TU9VWXFYZ[\]$

0% 4H$%&'^T &_<
9'`a<b9%<b9+cNde
9%fg9%hi9Sjkl9m$
noe9%;<9pqrsptu%
vw%xy%z{|y}~���V
���%�(��Yko��%']
�����X�3de��k;'
]de)

��!H$%�'�

+,%-. /0 12 34%"5647%#89%#
:9%$-.

!"#$%&'()* !()('%)%%%*%%!+$,$)!!$-!& +",$%&'()*
-./0%&'()1

9V�!�

!" #$%&' ()*+!," ()-.!," /0%

! !"#$%&'()*+,-./0 "#$%&'$(")*(+, #$%'!$#((*#+ 1"2345,678'-.90: 1";<=4-.9
0:1";>?@AB-.90:CD:EFG

( HIJK-LMN-./0 "'$#%-$---*--, ($&-"$(%+*+%
OJPQRSS:TU:OVW:OXW:YZ:O[P:\]^Q
HIJK%&'(-.90Q!"J_`4ab-.90Qc
d2efghi4-.90QjIJ5klmab-./0

" n"2opq(=4ab-./0 "'$&&-$---*--, !$!""$"#&*+# n"8'67-./0QHIrstklmab-./0Q
uvwQTxyQz{{Q'|

# n"2}~klmab-./0 ('$.#-/('&*(( "$"&#$'#+*+( \��:�^�
+ 1"2��������-.90 &$---$---*--, %.%$#."*-% ��W:���

% !"2MC����-./0 +$+--$---*--, +#!$%-%*-+ !"2Mf�7��-./0��XI:��:���:�~
�:T��:���Q���Q ¡Q�X¢Q£¤�Q�¥¦

' jI§"¨©ª«-.90 %#$---$---*-- #$"-#$&%%*-% ¬"2345,678'-.90QT®Q"¯wQjI
r§"°±²³´µ-.90

. ¶·¸¹º»¼¨-.90 !#$---$---*-- ($#&#$'''*#. ½¾¿ÀYÁ�Â½¾ÃÄYÅy
& ¶·¸#+ÆÇÈ-.90 !#$"'!$'(&*-., !$'.($#!(*'" ÉÊ:T�Ë:T®�:½�Ì:É�®
!- ÍÎÏÐÑ-./0 #!$---$---*-- +$#!($""+*'- ÒÓÔ:RÕ^
!! ¶"2Ö×`Ø¨ÙÚÛ-.90 %$&&%$---*--, !$+.($+%%*+% ÜÖX:RÝ¡

ÞßÌàáX#âª«-.90ãä
�åà'mæçª«-.90jIrè9
0éêëìíîïðñòóÄÌàáX#âô
«-.90õö÷øù9ú'mÕOûù

íüýþö67ýÿ-ë!íîQ67"#
$øë%&î+þ'()Nî*Ä+,ïð
-ä�åà'm.çô«-.90jIr
è90/åàáX#âô«-.90�9ú

0]1íüýþ67ý/
ä�åà'm.çô«-.90jI

rè902345'më6ð7Ä89ú9
:9ú'mÕOäûùíüýþö67ýÄ

;9ú<=>?@Aä�åà'm.çô
«-.90jIrè90Bâ!íîC#Q
67C#þ'D)Nî*EFGHëIJ
KLMüN'Oë67PQR

�S9ú
123456789:;<
=>?@#jIrÔT2UVWáX·

Y (-.Z =>%#[\&
=>AB#-'"!0.&.(.&""

, , , , CD12EFGH789:;<IJ
KL;<

=>?@#jIrÔT2a]W^_Ï
` &'%Z =>%#�ab

=>AB#-'"!0.#.#+-%-
!"#$ M #% N &' O

!"#$%&'()*+,-./!"0123'()*+,4567+,

89:;<=>8?@ABC+D

!P Q$%&' ()*+!," ()-.!," /0%
!( cdefg4bh-.90 #&$+--$---*-- +$((($-.%*%& iÒÒ
!" cd¸cd�j1klCm2 #'3.&&3#%-*-- %3%%!3.".*.# cdnÃop-.90Qefg4QqÃQirsQiÒÒ
!# cd¸tuvwxyz &3"--3---*--, (3-#'3&'"*!& iÒÒQ{��QirsQcdnÃop-.90

!+ |}~(��z��ü-.90 &3.--3---*--, +%+3!((*"# |}C�����-.90Q|}2����-.90Q
C�¿Q���

!% |}������-.90 !'3+--3---*-- !3".!3-!%*%' R¿QR��Qq�å
!' Xå���¥¸�<��-.90 !'3+--3---*-- %!'3'!(*'( �NWQY�NQ���Q�Ý�Q���
!. jI��fq(-.90 !&3&%%3%%.*+#, #3+%(3"+'*.- �®�QYK�Q�®�
!& jI~�+�±��-.90 (%3#%+3+%-*.", !3(".3.'%*(" jI l8'g4-.PQ90QY¡¢QT£W
(- jI¤¥uf³¦-.90 !.3---3---*-- "3"(#3('!*&& §��
(! jIå(¨©ª«-.90 #'3'"(3#&"*'', +3-#&3&.+*(# jI�=¬ô´µ-.90Q®¿
(( d¯ä�`m��-.90 ((3"-+3--&*'- (#-3(#(*&' °C�
(" ±"2²³´µ<�¶·�¸¹º (3%--3---*--, (."3"'.*(+ �4»
(# jI¼Øá½¾4ô«-.90 (3(('3#'(*(&, !3!%&3"&+*%! ¿ÀÁ
(+ jI[�kÂ¾4-.90 %3---3---*--, &-"3&'#*.# ¿ÀÁ
(% jIÊÃ�7²³-.90 "3''!3&+.*-(, +!3%(-*(- ��Ä

CÅMÆ +&"3#("3.%!*', %(3(('3'.#*(&

!!!""#$%&'()*+, "#!$ - $ . "! /0123456789:;#<2=>?@=
AB9CDEFG%&HIJKLMNOPQRSNOTU4V<2WX"?@WX"YZ[\7D
E=]^_L`abcd$

"%3N$%&'eD&f@='gh@i=%@i=TjXkl=%mn=%op=7qrs=t$
uvl=%f@=wxyzw{|%}~%��%���������]���%�(��`rv��%
'd�����_�2kl��rf'dkl)

!"#$%&'()*+,-./012-.3
+456!789+,-.:/0;<=>?9@A
+,-.B ! CDEFGHIJKLM-NOPQRS
T8HUVW-XY

!"#$%!Z[ !"#$ \ % ] !& ^H56!78
9+,-.CDE_`abcde $$'"""'"""("" fH
ghDEi,jk`ablcde !')%$')))*)+ fY

!&#'()*!mnol56!789+,-.
pqrstuvtwx`tyzB;<{v5| ,! }
~�q�: ,-}~ .�/�q�����H �����
l +-'-%)*+! �R���������v�<?9+,-
.�/0;<=>?9@A+,-.���:�����
��������Y� ¡��¢£¤H_FG¥¦§¨
©ªKc��������Y«_-X¬B®¯��°
±²�³%´µ¶HW³%´·¸¹Mº»l¼Y ½

!&+$%!Z[ !&,$ \ % ] !& ^H/0;<=
> ? 9 @ A + , - . C D E _ ` a b c d e
$)'0&&'&&&*&& fH ghDEi,jk`ablcde
!')0%')&& fH _CB¾¿FÀcl56!789+,
-.Y

!"+',-*!mnol56!789+,-.

pqrstuvtwx`tyzB;<{v5| ,- }
~ . : ,! }~Á2���ÂH�����l !-'+,+*$-
�R�������ÃÄvÅÆÇÈÉ�ÊNË+,-
.���:�������������Y � ¡��
¢£¤H _FG¥¦§¨©ªKc��������Y
«_-X¬B®¯��°±²�³%´µ¶H W³%
´·¸¹Mº»l¼Y ½

./012!ÌÍcÎÏÐÑH%`ÒÓÔKÔÕH
Ö×�ØÌFGÙ�ÒBÚÛY

./34567!Ü+ÝÞdßMlàá�âãà
áBKc�Eäå¹æcHçWqcèéêØÌ�ëì-
Àè�`$íîïð�ñcè�òKóô�`$%Êî(
-.B�ñcè�ë+õ9FÀcî(öW÷µø%Ê
ù8�ñBúû�üýû�þÿûQ!!ïðQ¯"cY

89:;<=!¹-XË#$^% ,1 &�ñ^Y�
-Xh'Í(³%´(p:4)%Êù8B+¯*+
:,-Y

>?8@ABCDE!./0 1/0
CDFG!&+-,2$0$01&10

3 3 3 3 CDHI!/0123vN4x56yz %+) }
> ? J K " L M N O P Q R 5 S T F G !

&+-#4$0$01&&1
UVWXYZ[?\]:=8^_`ab8^

!"#$ c #% d &' e

!"#$%&'()*+,-./012-.

!"#$%&

责任编辑 谢卓芳 肖丽娟 周倜 2018年10月17日 星期三
时事·体育 15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八项违法行为、91亿元顶格处罚
———法律专家解读对长春长生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

外交部敦促美方
停止挑事生非、制造紧张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6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
制造紧张，尊重地区国家通过谈判磋商解决问题的努力，
停止损害中方主权和安全利益。

陆慷表示，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
争辩的主权。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和平建设活动，包
括部署必要的防御设施， 是行使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
自保权和自卫权，与“军事化”无关。

“美方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频繁派军舰军
机到南海抵近中国南海岛礁， 擅自闯入中国西沙群岛领
海，这才是在制造紧张、搞‘军事化’。”陆慷说。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挑事生非、制造紧张，尊重地区国
家通过谈判磋商解决问题的努力， 停止损害中方主权和安
全利益，做南海和平稳定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陆慷说。

中共中央决定
开除张阳党籍
依纪依法追缴涉案财物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央军
委对中央军委原委员、 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阳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审查。

经查，张阳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
纪律、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涉嫌行贿、受贿、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情节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

张阳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政治蜕
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品行低劣，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
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最终以自杀方式企图逃避党纪国
法的惩处，严重损害党和军队事业，严重玷污军队政治工
作和领导干部形象，经中央军委研究并报党中央批准，决
定开除张阳党籍，依纪依法追缴涉案财物。

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开除张阳军籍，取消其上将军衔。

中共中央决定
开除房峰辉党籍

将房峰辉涉嫌严重违法犯罪案移送审查起诉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央军

委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审查。

经查， 房峰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中央八项规定和军委十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涉嫌行
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情节极为严重，数额
特别巨大，影响极其恶劣。

房峰辉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政
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军队形象，
经中央军委研究并报党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房峰辉开除
党籍处分。军事检察机关对房峰辉案侦查终结，移送审
查起诉。

此前， 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房峰辉开除军籍处分，
取消其上将军衔。

� � � �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吉林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16日依法从严对长春长生
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作出顶格行
政处罚决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
销售货值金额三倍的罚款， 两项合计罚款
人民币91亿元。针对这一处罚决定，国家药
监局法律顾问李江接受了记者专访。

违法行为性质恶劣
从对长春长生公司违法行为的调查

结果及证据资料来看，该公司实施的违反
药品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主要有：

一是将不同批次的原液进行勾兑配
制，再对勾兑合批后的原液重新编造生产
批号；二是更改部分批次涉案产品的生产
批号或实际生产日期；三是使用过期原液
生产部分涉案产品；四是未按规定方法对

成品制剂进行效价测定；五是生产药品使
用的离心机变更未按规定备案；六是销毁
生产原始记录， 编造虚假的批生产记录；
七是通过提交虚假资料骗取生物制品批
签发合格证；八是为掩盖违法事实而销毁
硬盘等证据。

李江说，长春长生公司违法违规生产
狂犬病疫苗是一起具有组织性、 持续性、
危害性的违法活动，令人触目惊心，是药
品安全领域极其罕见的违法案例。

弄虚作假逃避监管
长春长生公司违反药品管理法规生

产狂犬病疫苗，是公司管理层及不同岗位
人员按照不同分工、互相配合实施的违法
行为。这种违法行为是有目的、有预谋、有
组织的。

李江说，从长春长生公司违法造假的
手段以及规避监督检查的行为来看，长春
长生公司的违法活动具有明显的主观故
意，同时其违法手段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以致其长期逃避监管而不易被发现。

李江说，药品监管部门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针对
不同违法行为作出了相应的处罚，既对长
春长生公司违反药品管理法规生产狂犬
病疫苗的行为，作出没收非法所得并处罚
款的决定，也从控制和限制违法行为人的
行为能力的需要出发，依法作出行为罚和
资格罚。

依法从严顶格处罚
本次行政处罚中，药品监管部门依法

对长春长生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
苗的行为作出顶格处罚：没收其违法生产
的产品，没收违法所得18.9亿多元，并处
违法生产销售货值金额三倍的罚款共计
72.1亿元，两项合计91亿元；吊销其《药品
生产许可证》， 撤销其狂犬病疫苗药品批
准证明文件； 对于涉案的高俊芳等14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作出依法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
的处罚。

李江认为，这一处罚决定是综合考虑
长春长生公司违法行为而作出的顶格处
罚。严肃查处这一个案，既能在药品安全
领域产生警示作用，同时也彰显了监管部
门严厉打击药品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公众
健康的决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 � � �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周倜）
国足终于赢了！10月16日晚的一场国际热
身赛，凭借郜林的门前低射和武磊的点球
命中，坐镇主场的国足以2比0战胜叙利亚
队，终结此前“三场不胜”的尴尬。

0比1负于卡塔尔队、0比0战平巴林
队，0比0与印度队握手言和， 近阶段已
“三场不胜” 的国足遭到各界的“口诛笔
伐”，从“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变成
“留给中国队的弱队不多了”，一时间各种
“调侃”比比皆是。

顶着压力的国足开赛后迅速进入状态，
不断制造机会， 终于在第20分钟迎来突破。
利用叙利亚队的失误， 郜林一脚门前低射，
叙利亚门将阿尔玛虽触到皮球，但未能阻止
皮球入网，国足先下一城。打破近段时间“进
球荒”的国足士气大增，不断尝试冲击对手
防线身后， 中前场抢断与拦截也屡屡奏效。
叙利亚队直到第36分钟才完成首次射门，无
奈被人墙挡出底线。

易边再战，国足拼得凶狠却少了点运
气，武磊两次错失单刀，郜林主罚点球被
对方门将侧扑封出。 好在国足状态稳定，
攻防有序， 第68分钟再次获得点球机会，
主罚点球的武磊低射球门左下死角，让对
方门将“心有余而力不足”，将比分锁定为
2比0。

2比0战胜叙利亚

国足终结
“三场不胜”尴尬

� � � �来到日本以来，意大利队保持的“不败
战绩”，被状态更火热的塞尔维亚队终结。

10月16日，2018女排世锦赛六强赛收
官日，率先上演的“强强对话”在意大利与
塞尔维亚之间展开。最终，塞尔维亚姑娘以
3比1力挫本届赛会开赛以来最“霸气”的意
大利队，以G组头名身份挺进半决赛。

论实力， 意大利与塞尔维亚两支欧洲
劲旅在本届世锦赛的表现不分伯仲， 在此
前比赛中几乎没有碰到大麻烦，尤其是
意大利队已豪取本届赛会的“十连胜”，
作战状态之火热可见一斑。进入六强赛后，
两队在首战中分别以3比2和3比0力克东道
主日本队，从而提前锁定四强席位。

本场比赛，塞尔维亚队无论在拦网
还是攻势上都更胜一筹，尤其是队内王
牌接应博斯科维奇发挥神勇，一人独揽

29分。最终，塞尔维亚队以3比1力克意
大利女排，抢得G组头名席位。

当塞尔维亚姑娘终结了意大利队
“不败神话”时，中国队的“选择”成了球
迷关注的焦点。

如果战胜荷兰队，取得H组第一的中国
姑娘将面对意大利女排， 本届赛事中国姑
娘唯一的一场失利就是小组赛以1比3输给
意大利队；若是以锻炼队伍为主，输掉“中荷
之战”，获得小组第二的中国女排不仅能“巧
妙避开”意大利队，也能在对阵塞尔维亚队
时占据更多的心理优势。因此，不少球迷都
希望中国女排选择“主力轮休”。

但是，郎平指挥的中国女排就是那
么“耿直”，没有这么多“小心思”。比赛
开局中国队以1比4落后，但姑娘们很快
摆脱“慢热状态”，将比分追平，并先后

以8比6、16比14领先进入技术暂停。战
成23比23后，荷兰队迅速利用扣球反击
将比分反超，以25比23先下一城。

比分落后激发了中国姑娘们的斗
志。第二局开始，中国女排明显提升了
拦网与发球质量， 以25比13扳回一局。
此后，中国队愈战愈勇，以25比18、25比
17再下两城，最终以3比1逆转荷兰队。

一场逆转，再次显示出中国女排强大
的心理素质。带着这场胜利，坐稳小组头
名的中国姑娘们很清楚意味着什么———
她们勇敢地接受了意大利队的挑战。郎平
所说的“每场比赛都全力以赴争胜”没有
成为空话， 中国姑娘们在逆境中的反超，
在一道看似“纠结”的“选择题”中给出了
最坚决的答案———即便半决赛的对手曾
经战胜过自己，也绝不“巧妙避开”。

� � � � 10月16日， 随着塞尔维亚以3比1力
克意大利队、 中国女排以3比1逆转荷兰
队， 本届女排世锦赛半决赛对阵形势出
炉：H组头名的中国姑娘将再度与G组第二
名意大利女排交锋，H组第二名荷兰女排
将迎战G组头名塞尔维亚队———

中意女排再相逢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 � � � 10月16日， 在2018年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第三阶段
H组比赛中， 中国队以3比1战胜荷兰队。 中国队球员在
比赛中庆祝得分。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