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12日上午从青岛某军
港解缆起航 ， 赴相关海域进行例行训练和科研试
验。 新华社发

6月1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
对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
案进行一审宣判，对周永康判处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周永康
当庭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再次表示认
罪悔罪。判决结果公布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强
烈反响。各地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对周永康案
件的依法处理， 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的执政理念， 充分昭示了党中央依法惩
治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党员
国法面前没有特殊公民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各地干部群众表
示，任何党的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
律和党纪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和党纪范
围内活动。

大庆油田1202钻井队党支部书记张顺
深有感触地说，即使曾经身居政治局常委的
高位，也不是法外之人。周永康案依法审判，
充分体现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及党中央
依法惩治腐败、 严肃党风党纪的坚定决心，
我们对此坚决拥护。

四川省省委干部杨天宗说，对曾是如此

高级别的领导干部依纪依法查处，让人们充
分认识到，在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人能够搞
特殊。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权力大小、职务高
低，没人能当“铁帽子王”，只要破坏法纪、践
踏法纪，就必然会受到党纪国法严惩。

在法治框架下惩治腐败
使反腐败规范化制度化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 着力
用法律制度约束权力，这是党反对腐败、建设
廉洁政治的根本方向。 专家和广大干部群众
表示，只有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制度笼子
里运行， 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
民谋利益，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消除腐败。

“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实体上来讲，
周永康案件的审判都体现了依法依规。 ”北

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
会长赵秉志指出。

湖南省退休干部傅学俭长期关注反腐进
展。 他说，在周永康案等一系列贪腐案件中，
从移送起诉到审理都是依法进行的。 这将推
动反腐败工作不断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党中央反腐频出重拳，法院依法审理
周永康案件，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领导干部
用权，单靠觉悟不保险，有法律制度约束才
能用好权。 必须用制度管住权力，把权力运
行晒在阳光下，让人民群众看得见。 ”云南省
鹤庆县六合乡白族群众施怀基说。

增强法纪定力法纪意志
当好党纪国法的守护者

只有对党纪国法心存敬畏，对一切诱惑

腐蚀保持高度警惕，才能做到不越界、不越
轨。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必须进一步增强坚
守法纪的定力、厉行法纪的意志，牢记法纪
红线不可逾越、法纪底线不可触碰，坚决同
破坏党纪国法实施、践踏党纪国法尊严的行
为作斗争，当好党纪国法的守护者。

“要从周永康案中深刻吸取教训，加强
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始终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中央政法委干部詹水清说，必须始终
对法律保持敬畏之心，任何时候都不能超越
宪法法律，不能干扰宪法法律实施、干涉依
法办案；必须正确认识手中权力，严格按照
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必须进一步
增强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意志，坚决维护
公平正义。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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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中共中央12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 纪念陈
云同志诞辰110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伟大的事业呼唤着我们，庄严的使
命激励着我们。 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把老
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
进。 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对老一辈革
命家的最好纪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俞正声、
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刘云山主持座谈会。

习近平在讲话中回顾了陈云同志一生
的丰功伟绩，总结了陈云同志为我国革命、
建设、改革作出的卓越贡献，强调陈云同志
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
马克思主义者， 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党和国家久经考
验的卓越领导人， 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
要成员，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 为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功勋， 党和
人民将永远铭记。

习近平指出，在20世纪中国苦难而辉煌
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
成的优秀共产党人。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
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
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
得我们学习。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
他坚守信仰的精神。 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
境，陈云同志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
主义的信仰不动摇。全党同志一定要坚守共

产党人精神家园，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
观世界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问题，练就共产党人的钢筋铁骨，
铸牢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矢志不渝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习近平强调，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
学习他党性坚强的精神。陈云同志认为革命
的利益高于一切，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百折
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 今天，在全面从严治
党的新形势下，全党同志一定要不断锤炼党
性，不断加强纪律建设，坚定维护党的团结
统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全党统一
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我们纪念陈
云同志，就要学习他一心为民的精神。 党同
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陈云同志始终高度重视
的问题。陈云同志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一贯
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对同志公正公平。 今

天， 面对艰巨繁重的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
全党同志一定要坚持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
百姓心为心，努力解民忧、办实事，为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汇聚强大力量。

习近平强调，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
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全党同志一定要把
实事求是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经常、广泛、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把真实情况掌握得
更多一些、 把客观规律认识得更透一些，为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打下扎实的
工作基础。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
刻苦学习的精神。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学习作
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
方式， 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
养，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
方法论，广泛学习各方面知识，做到学以益
智、学以励志、学以立德、学以修身。

中共中央举行座谈会
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刘云山主持

昨晨，一抹绚丽的“中国红”，在加拿大联
邦体育场演绎精彩。绿茵场上，中国姑娘们舞
出的“中国红”，交织着自信、激情与希望。

自信，来自全场超60%的控球比例。随着
铿锵玫瑰黄金一代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女足
长时间陷入低谷，更让人忧心的是，鲜明的技
术风格荡然无存。8年后重返世界杯， 新一代
玫瑰的传控打法显出雏形，让人眼前一亮。信
心带来了永不放弃的力量，几天前被“绝杀”
的中国女足，这次把“绝杀”送给对手。

激情，带来了本届世界杯首胜 。与首场
比赛的略显紧张不同，中国女足展现了强烈

的求胜欲望， 高达27次的射门数可见一斑。
少帅郝伟的用人思路， 同样大胆而富有激
情。首场比赛，名气大的李佳悦被摁在板凳
上，连续两次击中门框的王丽思则打了半场
不到就被换下。此战，韩鹏和唐佳丽替换了
古雅沙和李影。变化激活了前场，唐佳丽成
为“奇兵”，完成10脚射门，进球只差运气。

郝伟似乎在用一种“另类”方式激发球
员的斗志：这支球队没有明星、没有大腕，有
的是年轻和凝聚力，谁状态好用谁。

记得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女足0比8惨败
给德国后， 有人请刘爱玲分析为何输这么
惨，刘爱玲难过，不忍心评论。德国队主教练
则这样评价：“你们没有了核心‘刘’（爱玲），

没有了射手 ‘孙’（雯）， 已经不是世界强队
了。” 必须承认， 中国女足近十几年青黄不
接，除了风光一时的马晓旭，大部分球员乏
善可陈，加上成绩不佳，不受关注，球迷甚至
记不全她们的名字。 但相信本届世界杯后，
很多人会记住灵秀的王丽思、 大气的谭茹
殷、稳定的王飞……

年轻，所以寄托着希望。平均年龄23.5岁
的中国女足，此前世界杯经验为零，首次来
到世界大赛的舞台，用表现证明自己走在了
正确的轨道上。

这一抹 “中国红”， 我们等了8年。 不管
姑娘们能走多远， 不妨对她们多一点耐心，
给她们多一些掌声。

综合新华社加拿大埃德蒙顿6月11日电
11日进行的女足世界杯A组第二轮比赛，中
国队以1比0击败荷兰队，时隔八年再次赢得
了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胜利。

当王丽思完成中国队第27次射门，所有
人都目送皮球滚入网窝后不久，大雨从天而
降，雨水、汗水和激动的泪水混合在这群年

轻而不稚嫩的姑娘脸庞上， 述说着一个坚
持、相信自己和不到最后一秒绝不放弃的故
事。

对中国足球来说， 这一刻已经等得太
久。 现场上千名中国球迷挥舞着五星红旗，
用已经喊了90分钟后的沙哑嗓子为这群可
歌可泣的姑娘点赞。2007年女足世界杯后

的将近八年里，无论男足和女足都再未出现
在国际足球的最高舞台， 更不用说一场胜
利。

中国队全场27次射门， 完全控制了比
赛。第25分钟，任桂辛禁区外远射偏出。第28
分钟，韩鹏在左路连续突破后小角度打门被
对方门将封出。第39分钟，中国队再次错过
绝佳机会，韩鹏左路突破回做，任桂辛射门
打飞。 整个上半场中国队完全控制了局面，
只欠缺一个进球。下半场，王丽思用一个中
路四十米的长途奔袭为中国队的进攻引擎
按下了重启键。第53分钟，任桂辛在中场一
脚极具穿透力的斜传准确找到了唐佳丽，后
者一扣躲开对方铲抢，可惜射门再次被门将
扑出。中国队久攻不下，体能下降，后防一度
空虚，但王飞再次以一夫当关之气势，不惜
受伤也要连续化解米德马和梅尔滕斯的射
门，力保球门不失。最后10分钟，中国队发起
了龙卷风般的进攻。第86分钟，马君面对空
门打高。1分钟后，马君接到娄佳惠传中头球
攻门被门将没收。时间一分一秒流逝，运气
似乎从未眷顾，但中国队没有放弃，补时阶
段，谭茹殷在中场送出皮尔洛式妙传，王丽
思拼尽全力右路杀入禁区不停球直接将球
垫入后角，绝杀对手。

之后的一场比赛，加拿大队与新西兰队
互交白卷，目前加拿大队以4分领跑小组，中
国队与荷兰队同积3分随后，新西兰队积1分
垫底。

王丽思补时一剑封喉 女足绝杀荷兰迎首胜

场外任意球 这一抹“中国红”
谭云东

●

图为中国队球员王丽思（中）进球后庆祝。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6月12日，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
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提交《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会议的中国国家自
主贡献文件，并作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
席会议。

李克强说， 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任
务，也是中国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把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作为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主动实施一系列举措，取
得明显成效。 2014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
二氧化碳排放分别比2005年下降29.9%和33.8%，“十
二五”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可以顺利完成。 我国已成
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为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李克强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
要务。 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多
重挑战，关键是要通过结构调整和提质升级发展，拓
宽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之路。 必须坚持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国家战略，研究制定长期低碳发展路线图。必须在对
接全球绿色低碳需求中扩大国际产能合作， 倒逼我
国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李克强：

着力推进提质升级发展
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12日公布了中央巡视组向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
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远
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钢铁
（集团）公司反馈的专项巡视情况。 从反馈情况看，6
家单位均存在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

经中央批准，从今年3月开始，中央巡视组对包
括上述单位在内的26家央企进行了专项巡视， 这也
是今年首轮中央巡视。近期，中央巡视组陆续向上述
单位反馈巡视情况。

6家央企被批顶风违纪
今年中央首轮“巡视清单”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涉及全国超过1亿职
工的公积金“国家账本”12日正式向全社会公开，这
份涵盖全国31个省份大数据的年度报告系我国管理
机构首次向社会全面亮出公积金“家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12日
在此间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 共同披露这份数千字
的《全国住房公积金2014年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 目前我国公积金实缴职工1.188亿
人。 截至2014年底， 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
74852.68亿元， 扣除提取后的缴存余额37046.83亿
元。 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2185.85万笔、42245.3亿
元。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5521.94亿元，个人住房
贷款率68.89%，比上年末增加0.33个百分点。

我国首次全面亮出
公积金“家底”

湖南日报广州6月12日电（记者 周
倜）12日下午3时，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
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巴西名
帅斯科拉里出任球队主教练，双方签约
2年6个月。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
亲自为斯科拉里颁发主教练聘书，共同
开启“斯式恒大”模式。

斯科拉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选择执教恒大并非草率之举。 谈到执
教目标， 他坦言：“我的短期目标是认
识球队，了解球队，并带来我的理念，
长远的目标就是为整个俱乐部带来胜
利和荣誉。”恒大和斯科拉里此次一拍
即合， 自信满满地要让恒大圆满完成
第二个五年计划： 在今年实现联赛和
亚冠的双冠， 在未来让恒大成为世界
一流俱乐部。

谈到对于球队今后的执教，斯科拉
里表示，“球队阵容方面会有一定的调
整，初来乍到，但同球员还缺乏接触。夏
季转会期，他会考虑哪些球员可以给俱
乐部带来帮助， 并且愿意加盟恒大，但
现在一切都在谈判之中。”据了解，恒大
的调整原则为：内援只进不出，外援会
做适当调整。里皮曾经把恒大带到了一
个至高点，所以此次斯帅的加盟，外界
不自觉的会将两者拿来作比较，谈到里
皮， 斯科拉里直言：“没有任何压力，感
谢里皮团队为中国足球所做的一切，我
到来以后将带来更加优秀的东西。之前
意大利团队好的东西， 我们将继续加
强，不好的东西则进行改进。”

许家印表示，目前恒大要力争实现
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成为世界前20的一
流俱乐部，球队做出换帅的决定，的的
确确是出于队伍建设上的需要以及长
远发展的考虑。 对于刚刚卸任的卡帅，
许家印表示：“卡纳瓦罗是一个非常好
的教练，很刻苦，很努力，很敬业，很有
亲和力， 将来一定可以成为更好的教
练，甚至成为世界上一个伟大的教练。”

在签约仪式后，斯科拉里和教练组
给恒大球员上了第一堂训练课。他与恒
大未来30个月的合作之旅也在雨停后
的里水训练场正式拉开帷幕。

恒大正式宣布
斯科拉里上任
签约两年半
剑指中超、亚冠“双冠王”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针对贵州省毕节市
七星关区4名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事件，民政部新闻
发言人陈日发12日表示，民政部高度重视，立即责成
贵州省民政厅组成工作组赴当地了解情况。 工作组
通过实地调查、 走访群众、 查阅低保救助档案等方
式，初步掌握了4名留守儿童及家庭基本情况，贵州
省民政厅已向社会公布。

陈日发表示，民政部将继续推动建立健全包括重
病重残、事实无人抚养、父母服刑、戒毒人员子女等困
境儿童福利保障和社会保护工作，加快未成年人社会
保护试点和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试点工作进度，
加大试点工作覆盖面。 同时，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动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在依托有关部门推
进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同时，也充分发挥社区建
设、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作用，形成工作合
力，推动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据新华社贵阳6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贵州省
毕节市委获悉，毕节市委和七星关区委决定对毕节4
名儿童服食农药身亡事件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其中，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黔、教育局局长
叶荣和田坎乡茨竹村包村领导薛廷猛被停职检查；七
星关区田坎乡党委书记聂宗献、乡长陈明福被免职。

民政部：
推进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彰显全面依法治国执政理念
昭示依法惩治腐败坚定决心

———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对周永康案件依法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