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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 （记者
周倜）2018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和
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13日在广州闭
幕，我省5项目入选“2018中国体育
旅游博览会体育旅游精品项目”。

本次“两博会”自12月11日
开始，以“新时代·新体育·新生
活”为主题，通过展览展示、高峰
论坛、产业对接、系列活动等内
容， 聚焦国内体育文化发展、体

育市场开发。展会发布“2018中
国体育旅游博览会体育旅游精
品项目”， 我省共有5个项目入
选。其中，郴州市四清湖青少年
户外体育营地旅游景区、张家界
红岩岭户外休闲运动公园、航空
运动营地荣获“精品景区”，“潇
湘100路线” 荣膺“精品线路”，
“走红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大
湘西”获得“精品赛事”。

2018中国体育两博会闭幕

� � � �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第三
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于12月16日
在北京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
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国政界、战略
界、企业界、学术界等各界人士表示
欢迎。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 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时代主题， 同时人类面临许多共
同挑战。中国愿同各国一道，积极推

进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
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国改革
开放40周年。40年改革开放，书写了
中国发展的壮丽篇章， 中国和世界
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中国将继续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坚持贯
彻新发展理念，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推
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世界提
供更多合作机遇。

习近平希望与会嘉宾深入研
讨，凝聚共识，更好增进对中国的了
解，也帮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推动
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合作， 实现共同
发展繁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

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出
席开幕式并宣读习近平的贺信。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由国家创
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外交学会和
21世纪理事会共同发起， 于2013年
11月和2015年11月在京成功举办两
届。今年会议以“中国发展新动能，
全球合作新机遇”为主题，有近40位
全球著名政治家、 战略家和企业家
与会，与会总人数近600人。

习近平致贺信
第三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在北京开幕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组讨
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
定（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规定》要求党组应当认真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纪委监委派驻纪
检监察组应当认真履行监督责任。坚持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纪面
前一律平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确
保案件处理取得良好政治效果、纪法效

果和社会效果，确保案件质量经得起历
史和人民的检验。

《规定》明确党组对其管理的党员
干部实施党纪处分，应当按照规定程序
经党组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任何个人
或者少数人擅自决定和批准。

《规定》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
驻纪检监察组对驻在部门干部涉嫌
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和内部审理，
以及移送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
工委审理的工作程序进行了明确规
定。

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
工作程序规定印发

中央宣传部等15部委部署开展2019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关注农业 关心农村 关爱农民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中
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改
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农业
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 国家广电总局、 国务院扶贫
办、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
联、中国科协日前联合下发通知，要
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 广泛开展文化科技卫
生“三下乡”活动，调动亿万农民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动
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新时代
“三农” 工作， 营造全社会关注农
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
围，推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

赢脱贫攻坚战、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

通知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 把开展“三下乡” 活动作
为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有力抓手和具体举措，
加强组织领导， 加大投入力度， 精

心安排部署。 要认真组织元旦春节
期间的集中服务活动， 让广大农民
群众过一个欢乐喜庆祥和的节日。
要加大“三下乡” 活动的宣传报道
力度， 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各有关方
面的创新做法和鲜活经验， 反映农
村干部群众的新风貌新状态， 在全
社会大力营造良好氛围。

责任编辑 李特南 肖丽娟 周倜 2018年12月17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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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5项目入选
“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

� � � � 12月 16日，在
2018国际泳联短池游
泳世界锦标赛女子
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
赛中， 中国队以3分48
秒80的成绩获得亚军。
图为中国队选手傅园
慧、史婧琳、张雨霏、朱
梦惠（从左至右）在比赛
后。 新华社发

� � � �事不过三！ 今年第四次面对网对面
的桃田贤斗，这一次，石宇奇终于将胜利
留在了自己手中。终场时，石宇奇用手捂
住眼睛，满是激动。

对于石宇奇而言，2018年的桃田贤
斗仿佛“神一般”的存在。武汉亚锦赛、南
京世锦赛、中国常州公开赛，此前三次与
桃田贤斗隔网而立， 石宇奇均以失败告
终。现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选手“独孤求
败”，96年出生的中国小将却“一胜难求”。

在广州举行的2018世界羽联·世界

巡回赛总决赛， 正值国际羽联2018年度
收官战。 憋了一口气的石宇奇开赛以来
表现强势，他连克周天成、金廷、孙完虎、
维尔马等选手闯入决赛， 而另一边，他
“心心念念”的桃田贤斗同样以不败之身
来到了决战。

两人的决赛，于观众而言是一场羽
球巅峰对决；于石宇奇而言，更像是一
场“正名之战”。比赛伊始，石宇奇迅速
进入状态，进攻凌厉、防守稳健。首局双
方互有攻防， 面对老对手的步步紧逼，
石宇奇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21比12

先下一城。第二局比赛石宇奇同样在开
局率先占据优势，即便面对对手高质
量网前球后的突击，他也能多次快速
反应化解危机，沉稳应战的作战风范
尽显无遗，反观桃田贤斗，出现多次
无谓失误。最终，石宇奇以21比11拿
下第二局顺利夺冠，也终结了之前三
连败的尴尬。

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石宇奇认为，
此前落败主要归结于对桃田贤斗的打
法、球路不够熟悉，导致自己在场上容易
出现波动，“这一次，我做好了准备，一直
坚定用自己的打法去突破他”。

在2018国际羽联赛事收官之际，
石宇奇交出了一份令人服气的答卷。
但必须认识到，桃田贤斗依然是目前
国际羽坛男子单打赛场上一个最“重
磅级”的对手，想“乘胜追击”，中国羽
毛球队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 � � � 12月16日，2018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男单决赛
举行。中国队小将石宇奇气势如虹，以2比0横扫现世界排名第
一的日本选手桃田贤斗，收获冠军。

石宇奇四战桃田终获首胜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 � � �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大会12月18日上午10
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
网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
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
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
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明日上午举行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改革
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重要法宝，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
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关键一招。为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充分展示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
成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加深
刻地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
指导思想，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必由之路，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
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力量，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
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
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编写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大
事记》。现将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发布

全文请扫新湖南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