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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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谢卓芳 肖丽娟 2019年1月8日 星期二
时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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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1.234.56789
:.;4<.;=.>?

& !"@ABCDEF()*+ !&"%%%"%%%-%% !"#,!".$!-.! GHI7J!K7LM
) !"@NOPQRS()*+ *+.%%+%%%-%% .,'+%$!-'* !"@NOPQRS()*+TUV72WX
$ YZ[\,]^_`a()*+ !,+*#%+%%%-%% !+).'+$,!-'% YZ,]bcQd()*+

# YZefghijk`()*+ !+*'%+%%%-%% !'*+&,*-$,
lmn.opq.rs=.Jtu.ovw.!"@xyz
j{|}~()*+7o��7YW�����x��E
F()*+

. YW����j()*+ !%+$*%+%%%-%% !+)!,+&!.-,)
!"@xyzj{|}~()*+7���7�m�7Y
W\��~����()*+7 !"�]����()
*+7���7���TJ�

, YW �¡j()*+ &+),.+.)*-%& &.'+&,#-$, ¢�£T¤¥¦T§¨IT©ª«T!"¬\®¯°±²
()*+T!"@\³´µ¶·¸¹�º|()*+

' YW»¼�~��()½¾*+ !+,**+%%%-%% &))+$&,-,) ¿À«.ÁÂu.¿6.¿À[.Ã�Ä.!"@xyzj
{|}~()*+

* !"Å_ÆÇRk`()*+ !#+',,+$,*-.& )+)&&+!#.-'$
!"Å_ÆÇRk`()*+ .ÈÉ_.ÊË. _Ì.!
"@�]ÍÎ®()*+. !"ÏÐÍÎ®()*
+.ÑÒÓ.ÁÔ´

ÕÖ,× ')+#',+!$,-%& !%+!.'+&.#-.'
1#!!!"#$%&'()*

+ "#!$ , !# - %! ./01!2
3456789":1;<=>;
?@7ABCDE$%FGHI
JK"LMNOP"L/Q2R

:1ST !=>ST !UVWX5
BC;YZ[J\]^_`#

"!a"b$c&'B$=>;%
de>f; & >f;ghTij
;&kl;&mn;5opq;r#

stj;&u>;vwxyvz{&
|}&~�&���������Y
���$�"��\pt��&&`
�����[�1ij��p=&
`ij#

ØÙ«Ú��ÛÜ��()*+!"ÝÜÞxß
«Ú�Ràá��()*+YW�Ý*+âãäåæ
£çèéêëì«Ú��ÛÜ��()*+!"ÝÜí
îï³ð*ñ�Ròóôðæ²õöî}~õ÷(ä
øæ£.}~Õùú³äûü£ºöýþÿ!£!ì"
#çè$xß«Ú�Ràá��()*+YW�Ý*
+% «Ú��ÛÜ��()*+!"ÝÜ&*ñ'(
)æ²õö}~õ%

xß«Ú�Ràá��()*+YW�Ý*+*
+,-�Rä.è/ì 0*ñ12*ñ�Ròóxô
ðæ²õöî}~õì 3*ñ456789xß«Ú

�Ràá��()*+YW�Ý*+:Üøæ£Õ
ù7 }~Õùöýþÿ!£!;�<=ä>?@AB
²CýDä}~½¾% &E*ñ

23456789:;<=>?@7
ABCD#YW�!"@,FWG ! HÛ]IH

JK
AB%#È´X ABEF#%,),/.!!!*%*

! ! ! !GH23IJKL89:;<=MNO@<=
ABCD#YW��L@kMNOPJQ *,.H
AB%#R´X ABEF#%,)!0'$'$#%*)

!"#$ P # Q % R

S34T6789:;<=>?@7UGHS3IJKL89:;<=M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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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JWX

!"#$%&'()*+,-./"#$01234
56789:;<=>?@ABCDEFGHIJKL
MNOPQ '(0R"#$01234/ '(STR
!"!#$%% U/ IVWXYZ[\]^%&'(_̀ &''()
**+&,-./0++.(1&2-,-0.340+-*a b\]^Kcd#ef
_̀ &''()**..560+&,-./70.340+-ghibjkMNlPQm
n_>?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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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234
56789&':;<=>/?@ABC.&'DE"
F/GH.:;IJK!"!#$$%&%% L.MNOK'%%%%%
LP QRS/TU =VWXYZ[\]^$%&'_
(̀))*+,(-./0&,,/*1(2.-.&/34&,.ab\]^/cde

fg_h())*+55//67&,(-./08&/34&,.aijbkl&'
mCPSn_opE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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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23$45
6789:; ! <=>"#$%& ?3%@ABCDEFG
HIJKLMIJNO01P"QRSTUGVMWXY
Z '()** [\M]^_G`abcdefghiIJWJ
j*k9+++,-.//.01,23040,156,70>l01PGmXn
opk92889:;;11<=,72401/>,156,70>a

!"#$%&'()*+,-,./0
!"#$ 1 # 2 % 3

!"#$%&'(

!"#$%&'(&')*+
,-./0123456789:
;<!"#$ #%=.>?@23AB
%&'( B%2C &$)& B%DEFG
H23AB2CIJ *$+'(,%K
LABMNIJ *$,% OPAB
QCIJ *&,-RD23ABSC
AIJ $$+*!,% TUVW )+! X
YZ[

!".$ \]/̂ L_02347
U01`\%&')*abcdN
e%*fghij*fkflm-
fnopqrUstudvwx
q%yhi23z{c|}~��
�cd����%�23z{{p
��y�����U����`
�[ &')*+,-.����%
�gM�%��23��%23�
���9U #) +��Vi� U

#' +% ¡¢�+£��9U #( +
��Vi� U !# +%¤¥Tl¦
§¨_V©ªU«¦¬W�«¦
+%®23��R¯°±°²³
´��µ%¶3·¸{5%¹Aµ
º%»¼½¾[

¿ÀÁÂ/0123Ã567Ä
&')*+,-.¤ #%%$ ÅÆO
Ç23+ÈÉi/ÊÅ¬7%Ë (&!)
ÅÇ23+Ì�ÍÎÏ% bÐÑ
ª�ÒÓÔÕÖ×ØÙÆOÇ2
3+Å¬Ú ÛÜ )$( +% Û8 #*!
+%Ý�Þßàá #$) â%ãä )(
+Úåæçè«¦ # +%éêØ�
�ëhAìí $ BÚ!&) BABU
Ç23+îïð�ñdò3ió
§[ Ë !/.% j9KCLô23õ
öUAB÷A¾3øíùú%ûü
23 *'* B%2C *'' B[ �ªý

5+£þÿ{5%!"#$/%&
237/'(237/!) x)*+2
37/,-f£./237 ÖudÚ
01í2 )(&! A %&%) +%34Ý
�5µ% 6Cl 789ä .&%( :
.+(' XYZ%;<=> &% ?Ú½3
0@A-BC (.) BÚD¢/�A
�EF7G@H�IJ23ä (&/(
: (+( XYZ[

pyhrK��%&')*+
,-.®LÍ-.U�M%�N
iOABPõG@QRSlOÝ�T
µU¢¶µQRSlOÆOVWU¢
QRSÖQRXB%YËRD23
+£¾3iZW[\%]^�M�
ª+£_`abcd�ñef¢
23OghG@H�%��iVQ
j23l'k23[

!!"# $ %" #&'()#

!"#$%&'()*+,-./01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全国宣传
部长会议6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
讲话。他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推动宣传思想工
作守正创新，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有
力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王沪宁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

思想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
述， 深入阐明了宣传思想工作的地位作用、
方向目标、使命任务、工作重点、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
想， 是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行动纲
领，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

王沪宁指出， 做好今年宣传思想工
作，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
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把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重中之重，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深化研究阐释，加强宣传普及，

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指导实
践。 要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统筹
推进各项宣传工作，营造浓厚氛围、凝聚
奋进力量。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
面领导，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抓好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牢牢掌握意识
形态工作领导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
坤明主持会议并作工作部署，强调要高举
新时代的思想旗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向纵
深发展； 紧紧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昂扬
旋律； 着眼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巩固壮大决胜全面小康、推动改革发展的
舆论强势；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设，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推进文化精品创作生产和文化高质量发
展， 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推动对外宣传改进创新，展示真实立体全
面的中国。 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
面加强宣传思想战线党的建设，广泛开展
增强“四力”教育实践，以良好精神状态和
优异工作业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芬兰总统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7日宣布：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芬兰共和国总统绍利·尼尼斯托
将于1月13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美军舰进入西沙群岛领海

中方提出严正交涉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针对美国军舰擅自进入中

国西沙群岛领海一事，外交部发言人陆慷7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有关行径，已经就此向美方
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类挑衅行动。

陆慷说，美国海军“麦坎贝尔”号军舰未经中方允许，擅
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 中方随即派出军舰军机依法对
美舰实施查证识别，予以警告驱离。中方已经就此向美方提
出严正交涉。他表示，美舰有关行为违反中国法律和相关国
际法，侵犯中国主权，破坏有关海域的和平、安全和良好秩
序。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有关行径，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类挑
衅行动。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 � � �驻足时序更替的交汇点，回望逝去的
岁月，201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的中国，走进“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开启之年。 改革开放
40年的波澜壮阔犹若眼前， 向着创造新的
更大奇迹，中国誓言，改革开放永不停步，
和平发展初心不渝，命运与共大旗高举。

行动篇：稳进与拓展
“陆止于此，海始于斯”，亚欧大陆最

西端的葡萄牙，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
出访最后一站。 访问中签署的17份合作
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引
起各方关注。

5个多月前，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后
首次出访，首站阿联酋以璀璨的“中国红”
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国贵宾。中阿双方同样
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到访13个国家， 出席3场重要国际会
议，行程遍布亚洲、非洲、大洋洲、欧洲、拉丁
美洲……这一年， 中国与世界的共赢之路
越走越宽。“大”到提升关系定位、发展战略
对接，“小”到水果肉类进口、公民出境旅游，
从推动基础设施项目落地到分享数字经济
发展经验， 从联合科学研发到青年人才交
流……中国与世界的合作故事精彩纷呈。

这一年，元首外交春风化雨，世界眼
中的中国更加真实多彩。当塞内加尔民众
载歌载舞庆祝中国援建的竞技摔跤场顺
利竣工，当身居新校园的巴布亚新几内亚
小学生诉说“中国人帮助我们改变了这一
切”的感谢话语，中国的友好诚意、发展魅
力愈发生动鲜明。

智慧篇：运筹与联动
扩大开放， 是2018年中国外交一以

贯之的旋律。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
织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APEC会议、 二十国集团
（G20)峰会……从年初至岁尾，从主场外
交到国际会议，“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声音在世界回响。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一运筹，主场外
交与出访活动联动共振， 成为2018年中
国外交鲜明特征。

6月，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的首次峰
会在青岛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
讲话，高屋建瓴地提出新的发展观、安全
观、合作观、文明观和全球治理观，为“上
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7月， 习近平主席开启中东非洲之行，
首站是阿拉伯国家阿联酋。约一周前，中国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
在北京落幕，双方宣布建立全面合作、共同
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盛大举
行。一个多月之前，习近平对非洲进行了
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的第四次访问。路透社
援引塞内加尔总统萨勒的话说， 中国是
“现代最伟大的经济体之一”，为非洲的和
平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11月中旬，时隔4年，习近平主席再
次访问太平洋岛国地区。在巴布亚新几内
亚首都莫尔兹比港， 习近平主席会见8个
建交太平洋岛国新老朋友。一场活动推动
中国同岛国关系实现从战略伙伴关系到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飞跃。

11月底至12月初， 习近平主席展开
拉美之行，共建“一带一路”是其中一条主
线。2018年1月， 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
会议发表《“一带一路”特别声明》。双边关
系和整体合作相互促进，全面推升“一带
一路”在拉美发展势头。

通盘运筹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及

多边外交，不断拓展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
网络。这是大国外交的智慧与成熟，更是
大国领袖的视野与担当。

品格篇：担当与坚守
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如何应对国际

风云变幻并在变局中扮演怎样角色？
中国的答案是， 始终坚持和平发展，

始终坚守合作共赢，始终坚信多边主义。
2018年，对中美关系来说，是颇具挑

战性的一年。关键时刻，元首外交再次发
挥“定盘星”作用。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
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长达150分
钟的会晤， 为中美经贸摩擦“摁下暂停
键”，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
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增进互信，聚焦合作。2018年，中国
周边环境出现全面向好的积极态势。中印
开创高层交往新模式，中日关系重回正轨
并取得新的发展，中朝友谊焕发新活力。

2018年的世界， 各种冲击和调整刷
新着人们对“不确定性”的认知。分歧、困
惑、迷茫之中，中国在各种国际场合发出
推动发展合作、捍卫秩序规则、发扬伙伴
精神的清晰声音。

G20峰会期间， 习近平主席同法国、
沙特、土耳其、德国、联合国等多方领导人
及国际组织负责人举行会见。“法方坚定
主张多边主义，愿同中方在重大国际问题
上继续相互支持， 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
制”“事实证明，中国是多边主义最为重要
的支撑”……人心向背，显而易见。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中国站在历史
的正确一边。”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评价，道出国际社会
的心声。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全国台湾研究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将
推动和平统一与民族复兴进程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全国台湾研究会7日在北京
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
周年纪念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与会者认为，习总书
记讲话高屋建瓴，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央对台方针政
策，是指引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必将有力推动
祖国和平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与会者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坚持“一国两
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既阐述了解决台
湾问题的原则、基础，又对今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
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具体的方法、措施，对我们开展
对台工作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指导意义。习总书记强调“祖国
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是基于历史和两岸关系发展规律
而提出的重要论述，丰富了国家统一的内涵 ，体现了对解
决两岸政治分歧的高度历史感与责任感。

与会者表示， 讲话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
的新论述、新理念和新要求，意蕴十分深远，全国台湾研究
会作为全国性对台研究学术平台， 今后要经常组织专家学
者不断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 并在宣传这一重要
理论成果上发挥自身特色，更好服务对台工作大局。

惊涛拍岸风鹏举
———2018年中国元首外交的世界印象

� � � �这是2018年7月18日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航拍的中国援建的竞技摔跤场。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改革开放永
无止境，中国篮球也是如此。”作为中国篮球
改革的掌舵人，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如是说。

2002年， 中国“小巨人” 姚明被美国
NBA休斯敦火箭队选中，成为选秀“状元”。从
被普遍看轻到连续7年入选全明星队，姚明凭
着自己的勤奋与敬业在这个世界篮球的最高
殿堂闯出了名堂， 以他的谦逊和睿智赢得了
场内外的尊重与认可。从他身上，世界看到了

新一代中国青年的自信、进取、友好。
2016年， 姚明正式入选奈史密斯篮

球名人堂， 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在当年名人堂专刊中， 作者弗兰克·布莱
布瑞评价道：“姚明是跨越大洋的文化和
交流的巨人！打开门，提高房顶，因为姚明
要来了，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因为姚明的
加入变得更大了。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
的身高，更因为他为篮球国际化做出的贡

献； 不仅仅因为他在篮球领域的成就，更
因为他作为连接纽带起到的作用。”

因为伤病原因， 姚明在2011年宣布
退役。退役后，姚明依然活跃在篮球领域，
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2017年，姚明当选中国篮协主席，提出
了涵盖国家队建设、联赛职业化、国际交流
与合作、基层篮球发展等多个方面的改革设
想。在他的带领下，篮球改革已初显硕果。

开展“小篮球”活动，让篮球梦在成千
上万孩子心中生根发芽；通过全国范围的
选拔，几名非职业联赛出身的草根球员进
入三人篮球国家队，在国际赛场上摘金夺
银；“双国家集训队”模式为更多年轻队员
提供了舞台，增加了人才厚度……

当被问到作为篮协主席到目前最大
的成功是什么时，姚明意味深长地说：“希
望最大的成功还没有到来。”

在姚明看来， 相比改革开放贡献者，
他自己更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正是时代
的进步和环境的改变，给了他更多探索尝
试的空间和可能。

“希望最大的成功还没有到来”
———记“体育领域交流开放的优秀代表”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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