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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针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中
国在加籍被告人谢伦伯格走私毒品案中“随意”作出死刑判
决，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5日表示，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中方敦促加方尊重法治，尊重中国
司法主权，纠正错误，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
布的相关信息十分具体详尽， 被告人谢伦伯格参与有组织的
国际贩毒活动，伙同他人走私冰毒222.035千克，行为构成走
私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毒品犯罪是世界公认的严重罪行，社会危害极大，
各国都予以严厉打击，中国同样对毒品犯罪严惩不贷。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真正的法治精神。”华春莹说，加方
有关人士的言论缺乏最起码的法治精神， 中方对此表示
强烈不满。“我们敦促加方尊重法治，尊重中国司法主权，
纠正错误，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她说。

外交部：

加方有关人士言论
缺乏最起码的法治精神

新华简讯

� � �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15日透露，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搭载的伽马暴偏振探测仪（简称“天极”望远镜）已完成伽马射
线暴瞬时辐射的高精度偏振探测，实现预定科学目标，相关成
果于1月14日在线发表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上。

据介绍，在轨运行期间，伽马暴偏振探测仪性能良好，标
定准确，完成了全部在轨观测任务，共计探测到55个伽马暴，
对其中5个伽马暴进行了高精度偏振测量，这是目前国际上
最大的高精度伽马暴偏振测量样本。

“探测”
天宫二号完成高精度
伽马射线暴偏振探测

� � � �长生生物15日发布公告称，14日收到深交所对该公
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决定书， 根据相关规定
和深交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深交所决定对公司股
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后续，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暂停上市和
终止上市，暂停上市期间为六个月。深交所作出终止上市
决定后，公司股票交易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限为三十
个交易日。 （均据新华社1月15日电）

“定了” 长生生物
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时事·体育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1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
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芬兰总统尼尼斯托。

李克强表示，中芬关系长期以来保持良
好稳定发展， 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前
列。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了富有
成果的会谈，共同规划两国关系未来发展。中
方愿同芬方继续努力， 推动中芬合作取得更

多新成果，为中芬关系不断注入新动力。
李克强指出，中芬经济技术等方面合

作优势互补，前景广阔。中国拥有巨大市
场，能为芬兰技术创新的商业化提供广阔
商机。我们将大力保护知识产权，这不仅
符合中国自身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也有
助于学习交流先进技术和理念。中方愿同
芬方深化货物、服务和技术合作，加强在

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发展、清洁能源等领
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双赢。

李克强表示，中国坚定支持欧洲一体
化进程，始终把欧盟视为维护世界稳定和
促进自由贸易的重要力量，期待同欧方举
行新一轮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推动双
方合作再上新台阶。芬兰今年下半年将担
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希望芬方为促进中欧

关系发展和欧盟团结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尼尼斯托表示，我每次到访中国，都能

看到中国取得新的发展，这给芬兰和各国带
来机遇。 中国正在成为当今世界的稳定力
量。芬方重视对华关系，重视中国的大市场，
愿同中方加强两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间
的合作，深化气候变化、技术创新、清洁能源
等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 � � �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
一滴不可弃滞。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 一刻都不
能放松，一刻也不会放松。

“我们要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继续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十九
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从严治党提出
6项任务，对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
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具
有重大指导意义， 为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
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
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党的十九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内政治生态
展现新气象，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
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同时也要看到，反
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全面从严治党
依然任重道远。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
党员、干部时刻面临被“围猎”、被腐蚀的风
险。现实一再表明，反腐败斗争不能退，也无
处可退，必须将“严”字长期坚持下去，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健全党和国家监
督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关键之年，做好纪检监察工作责任重
大。全党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6项任务：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不断强化思想武装；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保
证全党集中统一、令行禁止；弘扬优良作风，
同心协力实现小康；坚决惩治腐败，巩固发
展压倒性胜利；强化主体责任，完善监督体
系； 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亮剑，
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这6项任务，具有很强的
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各级党组织要主动
担当作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松劲、不停
歇， 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

打铁必须自身硬。夺取全面从严治党
更大战略性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 必须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
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纪检监察机关是党
和国家监督专责机关，要忠诚于党、忠于
人民，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一体推进党的纪

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
检监察机构改革，在更高水平上深化转职
能、转方式、转作风，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 要带头加强机关党的政治建
设，健全内控机制，经常打扫庭院，清除害
群之马。 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经得起磨
砺、顶得住压力、打得了硬仗；要发扬光荣
传统，讲政治、练内功、提素质、强本领，成
为立场坚定、意志坚强、行动坚决的表率。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对
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900多万党员、 在一个13亿
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 管党治党一刻不能
松懈。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强化不敢腐
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我们就一定能迎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载1月16日
《人民日报》）

李克强会见芬兰总统尼尼斯托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 据新华社首尔1月15日电 韩国国防部
15日发布的《2018国防白皮书》删除了之前
视朝鲜为“敌人”的表述，同时对部分有针
对朝鲜意味的军事用语做出修改。

国防部发布的相关材料显示， 白皮
书在阐述国防目标的章节中， 宽泛地将
“威胁和侵犯韩国主权、领土、国民生命、
财产安全的一切势力”称为“敌人”，替代
之前把朝鲜视作“敌人”的表述。

白皮书还修改了此前版本当中有关
“三轴体系”的表述。除将这一体系名称
改为“压制、应对核武及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威胁的核心战斗力建设”外，还将该体
系下“杀伤链系统”“大规模惩罚报复”等
用词修改为“战略目标打击”“压倒性应
对”等较为中性词汇。

韩国《国防白皮书》
修改“敌”朝表述 棉花种子发芽！

嫦娥四号生物科普试验
载荷项目取得进展

� � � � 1月15日， 嫦娥四号生物科普试
验载荷项目团队发布消息称， 随嫦娥
四号登陆月球背面的生物科普试验载
荷中， 棉花种子成功发芽。

由重庆大学牵头的嫦娥四号生物
科普试验载荷内搭载了棉花、 油菜、土
豆、拟南芥、酵母和果蝇六种生物，均放
置于密封的生物科普试验载荷罐内。

生物科普试验载荷传回的照片显
示，棉花成功发芽。 新华社发

� � � �记者15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0年我国清洁能源
消纳问题将基本解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
联合印发的《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提出，2020年，确
保全国平均风电利用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力争达到
95%左右）， 弃风率控制在合理水平（力争控制在5%左
右）；光伏发电利用率高于95%，弃光率低于5%；全国水能
利用率95%以上；全国核电实现安全保障性消纳。

“目标” 2020年我国清洁能源
消纳问题将基本解决

� � � �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员 范如虹 李静） 一曲《习武的
人》， 唱出了武术人的精气神。1月13
日，湖南省武术协会对外发布会歌《习
武的人》，成为全国首个拥有会歌的武
术协会。

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展现湖
南武术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省武协

组织创作了这首励志歌曲《习武的
人》，由陈正培作词，陈戈作曲，王可乐
编曲，朱翔首唱。“咱习武的人，奋勇向
上，武艺求精湛，自立自强／咱习武的
人， 使命召唤， 天下为己任， 卫国兴
邦／咱习武的人，胸怀宽广，昂首向世
界， 义薄云天／咱习武的人， 初心不
忘，代代要传承，勇敢担当。”《习武的

人》歌词朗朗上口，旋律大气磅礴，唱
出了武术人的精气神， 传达了中国武
术的文化内涵。

省武协还就《习武的人》音乐MV
拍摄与12家拍摄机构签订了合作协
议， 将在武术文化研究的开拓等方面
进行合作， 进一步提升湖南武术的品
牌价值，提升湖南武术人的影响力。

� � � �北京时间16日21时30分， 已提前出线的国足将迎战本届亚洲杯
小组赛的最强对手韩国队，“力争小组头名”是此役的根本目标———

轻装上阵拼“头名”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 � � �国足此役战韩国队“打平即可拿小
组第一”，让人难免联想到那无数次“打
平即出线”的伤心往事。

当然这次不一样。“能否出线”与
“能否拿到小组头名” 的心理压力有实
质性差别。目前国足上下的气氛和心态
都比较放松，球迷们也纷纷表示“难得
可以看一场‘轻松’的中韩大战”。

眼下球迷最关心的恐怕还是： 究竟
谁将是中国队下一轮即1/8决赛的对手？

从本届杯赛的晋级规则和目前的赛
果来看， 国足若以C组第二名晋级1/8决
赛，对手将是A组第二名泰国队；而C组第

一名的下一个对手，很可能在巴林、巴勒
斯坦等队中产生。对此，国足内部人士表
示：不会考虑挑对手，现在想的就是全力
以赴打好与韩国队的比赛， 希望能够以
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

分别以1比0小胜吉尔吉斯斯坦和
菲律宾队， 韩国队的表现并不令人满
意。同样已经提前晋级16强的韩国队希
望在中韩之战打出漂亮的攻势足球，加
上球队“进球担当”孙兴慜已于14日与
球队会合，虽不一定会首发，但届时国
足防线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迎接本届
杯赛至今最大挑战。

省武协发布会歌 唱响《习武的人》

阿联酋亚洲杯 2019.1.5-2.1

赛程速递
16日21∶30 韩国VS中国
16日21∶30 吉尔吉斯斯坦VS菲律宾
17日00∶00 伊朗VS伊拉克
17日00∶00 越南VS也门

打平即“头名”，又是一场“心理战”

少了核“武”器，还有“大宝”天天见
� � � �打封闭主动请缨、 带伤轰入两球、
左肩韧带断裂，关于“武磊伤情”的话题
在中韩之战即将开打前登上了热搜。

在2比1逆转吉尔吉斯斯坦队、3比
0完胜菲律宾队之后，中国队已提前一
轮出线。因此，让有伤的、有牌的选手
轮休， 让球队还没有机会出场的球员
出场，均属常规操作。

武磊已铁定缺席， 谁来担起中国
队的进攻大旗？首当其冲的非“抗韩专
家”、替补奇兵于大宝莫属。中韩近两
次交手中，世预赛一球锁胜的是大宝，
东亚杯将比分扳平为2比2的还是大
宝；本届杯赛于大宝的状态十分火热，
两次替补登场均取得进球。 在对阵菲
律宾队的比赛中， 大宝上场仅14秒第

一次触球就取得进球。 球迷们不禁点
赞：国足锦鲤，大宝天天见！

除了于大宝， 还有一名出生于1997
年的国安小将韦世豪， 在东亚杯与韩国
队一战中为国足拔得头筹的正是他。实
际上本届亚洲杯赛前， 里皮就对韦世豪
寄予厚望， 他的爆发力很强， 非常有冲
劲，敢于过人，被球迷称为“韦纳尔多”。

值得一提的是， 韦世豪的球风正
符合主帅里皮“不保守”的想法。赛前
发布会上里皮希望国足能踢出一场有
勇气的比赛。“面对韩国队， 首先要在
防守方面集中注意力。 但打韩国这样
的强队，我倾向不要踢一场保守比赛，
我们要在做好防守的情况下， 寻找更
多的进攻机会。”

� � � � 2017年3月23日，在长沙举行的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中，
中国队以1比0战胜韩国队，于大宝打进制
胜一球。（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打平即“头名”，又是一场“心理战”

少了核“武”器，还有“大宝”天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