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好保护建筑工人权益
2月1日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

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 （二）》 将施行。

在实际施工人权利保护方面， 司法
解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
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 规定要
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
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 判决发包人
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
人承担责任。 同时， 司法解释还规定实
际施工人有权对发包人提起代位权诉
讼， 以期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等建筑工
人权益的保护。

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损失赔偿

数额的认定， 司法解释规定， 对于损失大
小无法确定的， 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
约定的质量标准、 建设工期、 工程价款支
付时间等内容确定损失大小的， 人民法院
可以结合双方过错程度、 过错与损失之间
的因果关系等因素作出裁判。

深化金融信息服务内容管理
2月1日起， 金融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将施行。 规定旨在加强金融信息服务内
容管理， 提高金融信息服务质量， 促进
金融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 保护自然
人、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
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规定要求， 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应
当履行主体责任， 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

应的管理人员，建立信息内容审核、信息
数据保存、 信息安全保障、 个人信息保
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规范；在显著位
置准确无误注明信息来源，并确保文字、
图像、视频、音频等形式的金融信息来源
可追溯；配备相关专业人员，负责金融信
息内容的审核， 确保金融信息真实、客
观、合法。

规定明确， 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不
得制作、 复制、 发布、 传播含有下列内
容的信息： 散布虚假金融信息， 危害国
家金融安全以及社会稳定的； 歪曲国家
财政货币政策、 金融管理政策， 扰乱经
济秩序、 损害国家利益的； 教唆他人商
业欺诈或经济犯罪， 造成社会影响的；
虚构证券、 基金、 期货、 外汇等金融市

场事件或新闻的； 宣传有关主管部门禁
止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 法律、 法规和
规章禁止的其他内容。

更有效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2月1日起， 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

权威工作规定将正式施行。 规定将保障
公安民警依法履行职责、 行使职权， 维
护国家法律尊严和民警执法权威。

规定明确，公安民警依法履行职责、行
使职权受法律保护，不受妨害、阻碍，民警
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不因民警依法
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行为受到威胁、侵犯，
民警及其近亲属的人格尊严不因民警依法
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行为受到侮辱、贬损。
行为人实施侵犯民警执法权威的行为，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
罪，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民警依法履职对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民警个
人不承担法律责任， 由其所属公安机关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补偿。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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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倜 李特南 蔡矜宜 2019年1月31日 星期四 16时事·体育

跤场“新来客”
1月24日上午，永州市体育中心摔跤

训练馆一片热闹。100名孩子兴奋地聚在
一起，换上了身后印有“中国”二字的专
业中国式摔跤服，热烈地讨论着、憧憬着
接下来的几天课程。

来自凤凰县禾库镇的吴真辉有点兴
奋，不停在镜子前打量“变身”摔跤手的自
己。在老师的推荐下，14岁的他参加了2018
年“圆梦工程”农村未成年人体育冬令营，来
到了永州。这次“永州行”，注定成为他成长
过程中的难忘记忆。训练课堂上，吴真辉第
一次认识了“中国式摔跤”———在教练的带
领下，他有模有样地学着“左手在上，右手在
下地抱拳”，学着什么是“小袖对偏门”……

“学校里没有老师教过这些，以前自
己总以为摔跤就是‘打架’呢！”吴真辉很
激动。上课过程中，记者看到他偶尔也会

“开开小差”， 将上课内容拍成短视频传
给父母。 得益于这次的农村未成年人体
育冬令营活动， 吴真辉有了长见识的机
会，他当然想第一时间和父母分享。

重振“国之粹”
中国式摔跤是我国最古老的体育项

目之一，古代称为角力、角抵、争跤等。相
比自由式摔跤， 中国式摔跤技术动作更

加丰富，比赛也更具观赏性。
1993年，具有浓郁传统特色的中国式

摔跤告别了全运会舞台，此后这个非奥运
会项目、 非全运会项目进入漫长的寒冬
期。随着“提升文化自信”被越来越重视，
以及一系列体育改革利好政策出台，中国
式摔跤终于在漫长等待后迎来春天———
2016年1月16日，中国摔跤协会中国式摔
跤发展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竞技体育

“国粹”走上重新发展的“正轨”。
项目要重振，推广是王道。自中央文明

办三局、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开展2018年
“圆梦工程” 农村未成年人体育志愿服务工
作以来，全国共有6个省成为“定点单位”，各
自负责一个项目的推广。中国式摔跤项目最
终“花落”湖南，而第一个大动作，便是展开
对教练员的培训。2018年11月上旬，“圆梦工
程” 农村未成年人体育志愿服务工作走进

怀化，对全省80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在校体
育教师进行了为期4天的培训。

而这次的“第二站”，则完全属于眼
前这100名孩子们。1月24日下午，看着孩
子们在摔跤场上“滚来滚去”，一旁的株
洲市体校校长唐建国被娃娃们逗乐了。

湖南发展中国式摔跤重新起步，唐
建国成了第一批“拓路人”。通过多方努
力，他在株洲县三中设置梯队，目前已有
40余名队员， 并引进了中国式摔跤世界
冠军王银凤、 全国冠军刘旦分别担任高
中队和初中队的教练。

此次冬令营的举办， 唐建国派出了
这两员爱将担任教学工作，“通过专业教
学， 这次冬令营倘若能让更多孩子认识
中国式摔跤，就是最大意义所在。”

雄关“从头越”
2016年重振中国式摔跤以来，江西、

陕西、山西、甘肃等省份均已经有了专业
队，发展势头乐观。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今年举行，中
国式摔跤被纳入正式比赛项目。 这对于该
项目后备人才的挖掘、 培养势必起到举足
轻重的作用。湖南在2018年才吹响重振该
项目的集结号，起步虽晚，但已告别了“荒
芜”。目前，长沙、株洲、湘潭、益阳等四地的
中国式摔跤队伍已组建成功， 自治州队伍
将在2019年春节后成立。即将到来的青运
会， 株洲县三中与长沙宁乡玉潭中学的两
支队伍，将代表湖南队登上赛场。

进了“青运会”，“全运会”还会远吗？采
访过程中， 不少业内人士都在讨论这个问
题，“随着国家大力推广传统文化， 中国式
摔跤进入全运会，绝不会仅仅是个空想。”

� � � �2018年“圆梦工程”农村未成年人体育冬令营1月27日在永州落幕。4天活
动期间，来自永州、邵阳、自治州10个贫困乡的100名孩子在教练的带领下，学
习中国式摔跤基本功，感受传统体育文化魅力———

山里娃娃上跤场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 � � � 1月24日，永州市体育中心，小学员正在训练。 通讯员摄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全
面从严加强部队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深入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加快构建新型军事管理体系，推进治
军方式根本性转变，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部队管理工作。

《意见》明确，要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导地位，深
入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论述，运用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 回答解决新时代部队管理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矛盾问
题，牢牢把握听党指挥的政治方向，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
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推进部队管理创新发展，着力打造与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相匹配的一流部队管理。

《意见》强调，要切实把部队管理工作聚焦到备战打仗上，
强化备战打仗鲜明导向，完善战时部队管理体系，归正部队管
理工作重心，创新重点领域部队管理。要坚持依法从严提高部
队正规化管理水平，维护条令条例严肃性权威性，重塑部队“四
个秩序”，健全安全风险分析和防控体系，推行标准化管理。要
着力推进部队管理现代化，发展现代管理理论，构建现代管理
架构，培养现代管理人才，创新现代管理手段。

中央军委印发《意见》

加快构建新型军事管理体系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月3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
汇报，要求加大清欠力度完善长效机制；推
出进一步压减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措
施，更加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通过《报废
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部
署，去年11月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和大型国有企业积极清理被拖欠的民营
企业中小企业账款。目前全国政府部门、
大型国有企业已清偿账款1600多亿元，
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和民生工程款项等得
到了优先清偿。下一步，一要加大清欠力

度，建立台账，抓紧制定清偿计划，春节
前农民工工资拖欠要力争“清零”。地方
政府新增债券要优先用于偿还拖欠款，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过发债或其他金融
工具置换存量债务节省的利息支出要全
部用于清欠。 对目前已确认的多年拖欠
款， 力争年底前全国政府部门和大型国
有企业清偿一半以上。 中央企业要带头
优先偿还对民营企业的逾期债务， 年底
前做到“零拖欠”。其他国有企业也要加
快清欠。二要强化抽查督促和专项审计，
对工作不力的地方和部门予以通报，公
布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例， 对失信人实施
联合惩戒。 三要抓紧建立防范拖欠长效

机制， 严禁政府工程项目以各种方式要
求企业带资承包， 提高支付工程进度款
最低比例要求，修订完善法规制度，严防
发生新的拖欠。

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不动产登记耗
时长、办理难问题，会议确定，深化“放管
服”改革，进一步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
间。一是建立部门间信息集成共享机制，
年底前实现与不动产登记相关的户籍人
口、营业执照、税收等信息互通共享。二
是整合业务流程， 对不动产登记设立政
府综合受理窗口，实现一窗受理，相关部
门并行办理。对暂时无法实现整合的，由
相关部门集中办公。三是推进“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推行线上申请、联网审核、
网上反馈、现场核验、一次办结。年底前
全国所有市县一般登记、 抵押登记办理
时间分别压缩至10个和5个工作日内，明
年底前努力全部压缩至5个工作日内。

会议通过《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
法（修订草案）》。草案坚持市场化导向，
打破实行数量控制的垄断管理， 符合规
定的企业经批准均可从事报废机动车回
收。适应循环经济要求，允许将具备再制
造条件的报废机动车发动机、变速器、前
后桥等“五大总成”出售给再制造企业，
并对回收、 拆解等环节规定了更严格的
环保要求。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进一步压减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1月23日至30日， 朝鲜友好
艺术团在北京访问演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观看演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会见艺术团主要成员。

访演期间， 朝鲜友好艺术团分别观看了中央芭蕾舞团
和中央歌剧院艺术家们的表演，双方进行了友好交流。

朝鲜友好艺术团是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来华访
问演出的，也是中朝建交70周年首场庆祝活动。

朝鲜友好艺术团在京访演
栗战书、王沪宁分别出席有关活动

� � � �更好保护建筑工人权益，更加深化金融信息服务内容管理，更有效维护民警执
法权威……2月，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

建筑工人权益将被更好保护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在翘首盼望两个多月之后， 中国
资本市场迎来了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改革方案。证监会1月30日
发布了《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
施意见》，根据科创企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科创板在上市发行制
度、交易制度、持续监管、退市制度等基础制度方面都有创新。

改革方案明确，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
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
度融合，引领中高端消费，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科创板将根据板块定位和科创企业特点， 设置多元包
容的上市条件，允许符合科创板定位、尚未盈利或存在累计
未弥补亏损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允许符合相关要求的特
殊股权结构企业和红筹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科创板相应设
置投资者适当性要求，防控好各种风险。

科创板改革方案来了
迈出资本市场改革的关键一步

摔跤篇

� � � �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电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
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
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
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
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

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