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国务院安委会7月26日召开全
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安全生产，关系重大，责任重
大，安全生产工作必须常抓不懈，不能有丝毫放松。各地区、各
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安全发展理念，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警
钟长鸣，深刻吸取已发生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加
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 全面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
体责任，细化实化各层级、各环节责任，狠抓安全生产基础建
设、隐患排查、专项整治和宣传教育，完善执法体系，着力防范
化解危险化学品、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系统性安全风险，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副
总理、国务院安委会主任刘鹤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委员、国
务院安委会副主任王勇主持会议。

会议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安全生
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抓好、抓
实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事故总量、较大事故、重特大事
故起数均有所下降， 大部分行业领域和地区安全生产形势进
一步好转，但恶性事故和风险隐患仍然突出，安全生产形势依
然复杂严峻。

会议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着力强化保民平安的职责使命，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监管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合力，着力防控化解重点行业领域安
全风险， 完善安全监管体制机制， 提升安全生产支撑保障能
力，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要高度重视汛期安全生产工
作，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严防自然灾害引发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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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一工程”，寄托一份情
“我知道他们！他们是我爸爸的教

练那一辈的，很厉害！”
7月下旬的南雅中学虽然已进入暑

假，但足球场上依旧人声鼎沸，该校初中
女足队正在进行一场“爷孙辈”友谊赛。
一名路过的足球小将指着场内正在酣战
的“足球老口子”，向身边的队友介绍道。

这些身材发福、 头发斑白的“老口
子”，可不比普通的草根足球爱好者———
他们是以50至60岁为年龄轴、 省体育
局直属体校及老专业队退役队员为班
底组建的队伍。

“快，回防，左路不能漏人啊！”一边
在场外指挥，62岁的袁平一边向记者强
调：“我只是领队啊，不是教练，我们队
里人人都可以当教练。”寒暄过后，记者
马上被他们黄色队服上印着的“协操
坪”三个字所吸引。

“这是我们的队名。它代表着我们老
一辈湖南足球人的一份情怀吧！” 协操
坪， 一个现在年轻的长沙人并不熟悉的

地名，它是过去的东风体育场，现在叫省
人民体育场。袁老介绍，协操坪为当年的
长沙清军驻地及会操场地，2017年10月，
十几位省队退役老球员就是在那里组建
这支足球队，队名正是袁老取的。

不到两年时间，“协操坪足球队”的
微信群已从十几人发展到40余人。而

“三个一工程”正是推动这支队伍不断壮
大的重要原因，即每周一场球、一餐饭、
一顿“闲谈”。“每周的活动经费AA制，有
些还没退休的队员， 下了班赶来踢个半
场球都很高兴。大家聚到一起出出汗、聊
聊球，尽兴！”当天与南雅女足的友谊赛，
是协操坪队进行的第69场训练赛， 袁老
每次训练后都会发朋友圈。

关注青少年，传承足球魂
别以为训练赛只是随便找对手“约

个球”， 协操坪队内有多名队员系我省
知名青少年足球教练。 所以，“老口子
们” 特别关注湖南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多以中小学足球队作为友谊赛对手。

就拿当天较量的南雅女足为例，她
们在前不久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上
收获U14组亚军，而这已是双方第6次切

磋球技了。 南雅女足初中队队员朱佳妮
觉得与协操坪队过招， 能学到校园足球
场上学不到的东西。“虽然他们跑得慢
些，但技术、力量和身体都更好，尤其是
一些处理球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

正在记者采访朱佳妮之际，场上有
人进球了———只见他在小禁区附近接
队友传球，淡定地过掉一名防守球员后
推射得分，他就是协操坪队技术总监陈
卫东。

今年56岁的陈卫东于1978年进入
省队， 代表湖南参加了第四届全运会，
现任长沙湘江小学足球队教练。“足球
并不是拼体能，而是靠智慧踢球。现在
中国足球迎来了发展的好时候，需要我
们这一代人来带动这些孩子，所以我们
很乐于跟她们切磋球技、相互学习。”

当天的友谊赛最终在一片热烈的
掌声中结束，双方进球达10个以上，不
分伯仲。 队长易建湘说：“比分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大家享受足球，将湘人的
足球魂传承下去。”

在孩子们眼里，这群“爷爷级”球员
个个都是“厉害角儿”；在协操坪队员眼
里，这些追风少年就是湖南足球的未来！

李克强对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作批示

细化实化责任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 � � �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6日表示，
中方欢迎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重启， 愿同马方一道实施
好项目，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造福当地人民。

据报道，25日，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重启仪式在马登
嘉楼州举行。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中国驻马大使白天等
出席仪式。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这一事例再次说明，“一带一
路”合作也好，其他合作也好，遇到一些问题和挑战并不可怕，
只要双方有建设性态度和发展眼光， 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友
好协商，总能克服困难、推进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双赢。

外交部：

欢迎马来西亚
东海岸铁路项目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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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无人驾驶的汽车却能自动完成转弯、 刹车等操作， 仿佛
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已经变为现实。 7月26日， 我国首个5G
自动驾驶示范运营基地和5G自动驾驶公共服务平台在重庆
仙桃国际大数据谷正式投用。 用户可通过手机APP软件， 呼
叫L4级自动驾驶运营车辆， 亲身体验5G时代开放道路场景
下的智慧出行。

图为7月25日， 一辆L4级自动驾驶汽车在仙桃国际大数
据谷开放道路场景进行自动驾驶模式测试运行。 新华社发

� � � � 7月26日， 华为公司在深圳发布首款5G商用手机———华
为Mate� 20� X� 5G。 该手机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够支持独立组
网/非独立组网的5G双模手机，搭载华为5G� 7nm（纳米）麒麟
980芯片及7nm巴龙5000终端芯片模组，并支持双卡双待。图
为当日， 出席发布会的记者拍摄华为Mate� 20� X� 5G手机在
5G网络下的下行速度。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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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中国人权
研究会26日发表《美国根深蒂固的种
族歧视问题凸显“美式人权”的虚伪》一
文，揭露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
及其反映的“美式人权”的严重虚伪性，
并指出美国种族问题难解。

文章说， 种族是美国重要的社会
类别区分。 美国的种族歧视事实上就
是欧洲裔白人对所有其他少数种族的
歧视。

文章指出，美国种族歧视体现在现
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特别突出地表
现在执法司法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
域，并以大量事实做了介绍说明。

在执法司法领域，最为引人关注的
是警察滥用职权枪杀非洲裔事件频繁

发生。警察在面对不同种族时所采取的
差异性应对方式体现了执法中的双重
标准。

在经济领域，少数种族在就业市场
中处于不利地位，面临薪酬歧视，贫困
状况严重，社会保障堪忧。

在社会生活中，少数种族在教育机
构遭受普遍的歧视与欺凌；工商业机构
歧视少数种族事件频发；工作场所中的
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现象明显。

文章还介绍了印第安人等原住民、
穆斯林群体、 移民群体遭受的种族歧
视。

文章指出，美国种族歧视问题造成
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导致种族关系持
续恶化，仇恨犯罪不断增加，社会撕裂

日益严重。
文章认为， 美国种族问题难解。种

族歧视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与现实
之中。这对少数种族权利和地位的平等
实现构成了结构性的障碍，也成为美国
社会撕裂的深层原因。2016年以来，美
国的白人至上主义呈现回潮之势。

文章强调， 美国自诩为“人权卫
士”， 却无意亦无力解决本国存在的严
重种族歧视问题，暴露了其制度性结构
性缺陷，凸显了“美式人权”的虚伪本
质。美国种族关系的现状受制于其国内
的政治架构、 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不
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就无法改变美国
种族关系和种族歧视的恶性循环，少数
族裔人权保障也就无从谈起。

中国人权研究会发表文章揭批“美式人权”虚伪本质：

自诩“人权卫士”，凸显虚伪本质

遥感三十号05组卫星成功发射

� � � � 7月26日11时57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
箭， 成功将遥感三十号
0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
星进入预定轨道。

遥感三十号05组卫
星采用多星组网模式，
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
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

新华社发

� � � �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6日就突尼斯总统埃塞卜西不
幸逝世向突尼斯代总统纳赛尔致唁电。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
人的名义， 对埃塞卜西总统逝世表示深

切的哀悼， 向埃塞卜西总统亲属和突尼
斯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表示， 埃塞卜西总统是突尼
斯杰出政治家。 他领导突尼斯人民努力
克服国家发展遇到的各种挑战， 为促进

国家稳定和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 埃塞
卜西总统生前致力于促进中突关系发
展， 为推动两国友好合作、 增进两国人
民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方高度重视
中突关系发展， 愿同突方携手努力， 推

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迈进。
同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埃塞卜

西不幸逝世向突尼斯总理沙赫德致唁
电， 向突尼斯政府表示沉痛的哀悼， 向
埃塞卜西总统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就突尼斯总统埃塞卜西逝世

习近平向突尼斯代总统纳赛尔致唁电
李克强向突尼斯总理沙赫德致唁电

老湘足新归宿协操坪：全国男子水球冠军赛
8月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王亮）
记者今天从省体育局获悉，2019年全国
男子水球冠军赛将于8月11日在省游泳
馆举行，比赛为期5天，6支联队参赛。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
运动管理中心、省体育局主办，省游泳运动
管理中心、省游泳运动协会承办。据介绍，
参加本次冠军赛的6支队伍，由全国各省队
自由联合组成， 每支联队都有湖南队的队
员。 举办冠军赛旨在帮助球员积累实战经
验，备战11月份的全国锦标赛。

湖南省水球队主教练赵璧龙介绍：
“国家队这么多年一直有湖南队的队
员，还有像李俊、谭飞虎等从国家队退
役回省队继续效力的，所以湖南水球还
是有很强实力的。” 湖南省水球队1985
年建立， 为国家队输送队员上百名，培
养了11名亚运会冠军。

� � � �图为协操坪队与南雅中学初中女足队的队员在友谊赛后合影留念。 通讯员摄

� � � � 7月26日晚，2019全国男子篮球赛
（NBL）季后赛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 湖南金健米业队以114比98战胜河南
赊店老酒队。 图为湖南金健米业球员邓愈
鑫（白色球衣）正在突破。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傅聪 摄影报道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86 2 3 5 3 2 9 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47643382.97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00 4 7 1
排列 5 19200 4 7 1 7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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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简讯

（均据新华社7月26日电）

� � � � 据乌克兰媒体25日报道，被
乌国家安全局扣留的俄罗斯油轮
上的船员已于当天被释放。 俄油
轮目前仍被扣留在乌南部敖德萨
州的伊兹梅尔港。

2018年11月，俄乌在刻赤海峡
爆发冲突。 俄罗斯边防军扣留3艘
乌克兰海军船只以及船上22名乌
军人和两名乌安全局工作人员。

被乌克兰扣留的
俄油轮船员获释

� � � �韩国外交部26日发表声明说，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与日本外
务大臣河野太郎当天通电话，讨论
了两国间贸易摩擦等问题。据韩国
媒体报道，这是日本对出口韩国的
部分产品实施管制措施之后，韩日
外长首次直接沟通。

韩日外长通电话
讨论贸易摩擦等问题

� � � �近期，国家有关部门依法对联
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未按名址投
递快件一案实施调查发现，联邦快
递关于将涉华为公司快件转至美
国系“误操作”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另发现联邦快递涉嫌滞留逾百件
涉华为公司进境快件。调查期间，还
发现联邦快递其他违法违规线索。

联邦快递所称
“误操作”与事实不符

� � � �朝鲜中央通讯社26日证实，朝
鲜25日试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
以警告韩国停止引进高技术武器
和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练。

朝中社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25日指导新型战术制导
武器发射。 新型战术制导武器系
统应对能力迅速， 战术导弹在低
空飞行，难以拦截。

朝鲜试射
新型战术制导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