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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YZ�_Wa"bjÀPc
dljeU

f� !"") � . 2a@ãWXVQ°g
ARZhJWX h,ij[kAa6�@¹
lÜ«WJXY�_VQ;<X.�mn
Topjq¬a �¬ÏÐV@WJXY{
����U

!--/ �WXrs²Zpj1t{�¼
u[avw7xyz7{|}7~��7��7
��7Ú��7��7�¨�9pj2WJ
1t��hJ{�%�a �_gA�ç%
����"��ÝacÏÐ{�"���a

Jà���RWX{�":DuU
!-(( �a WX{�@�R����a

�����#�Ñ ���8¡To{
���U

!-(( � ) 2 (/ ¢a V@WJXY{
�¬ÛÈMN£{%�a ¤¥¦§":¨
©eª«¬®¯°±a °Km�{�¬
ÛToV@WJXY{�a!-(. �°�,
�±MN:¨�¬®¯²l«;<9
[³ahJ{��¬ÏÐ�¬{�U

´µa �@WJXY��¶·¸�²
¨¹CDB/2��ºa m»e¼~|½
¾¿"CD/ÀÁÂÃÄÅÆÇÈa É~
ïÊþ0À£Ã �Ë,ÌÍ�@ÎÏÐÑ
ÒÓVa{ÔÕ7�Ö×7ØÙÒ7v·Ú7
ÛÜÝ7Þ�ß7{à7áâã9WXB/
2��º��dl&±�a l�R�MN
"äÆ2ådU æçkè�
WX��à·"B/2�
�ºa�é@"LAKLê
WXëìaíî¹"ÑbK
cïLWJXYkBa~�
MNð¸Rñòa%�êM
N;óZU "%&&#

0 2 (% ¢Èa WX�ç%��
ô (%-0/ Çõ�{�a �@öV .
÷à9�a �÷��ïø (--- �
ùacú�ûlü��� %-- �ùa
ýV ( ÷JLR ªþ÷a ÿdl
0-- �ù ª��µa!¹ûl .--
�ùü���aû"²5#$1%z
! ÷27&'1%z ( ÷ ª ( ÷3U ´
µ!(² !) ÷)9�a �÷��
.&4/! �ùaýV� ) ÷JLR ª
þ÷a ¹dl !-4/$ �ù" ª�
�UöÇ/lX.öV ( ÷ .&4/! �
ù)9�a ²5*$« ((0/! WX
þ÷+U

�ïµ�,2ü�þ�.aö
Ç-wR ! ÷ (%-- �ù%zþ÷
à9�2 ( ÷ !&-- �ù ªþ÷
à9�a æhcæ./þ÷[³0
óV"Ëï��ah°cZ12�[U
3æ÷ ªþ÷à9�hc4�ü
�5w"ô & ÷ !&-- �ù%�U

�öÇ{�y�a �67�8
9 (& :ù%¨a ïø (&4-! :ùa
ü���}!; 0)-- �ù9<(
²U �æò"�=¦§.aZ! ùV
(%-- �a. ùV !&-- �[îg>@
�U Sl÷?"ca4�ü�Ç@A
Ö5w:ùB�a �®ÎCD"E
Eó�{FGHI "'()#

!
"
#
$
%
&
'
(
)

*
+
,
-
.
/
0
1

!
"
#
$
%
&
'!

(
)
*
+
,
$
-
.
&

/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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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6日就中
国南沙岛礁建设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说， 中国在南沙群岛部
分驻守岛礁上的建设将于近期完成陆域吹填工程。

陆慷说，南沙岛礁建设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合法、合
理、合情，不针对任何国家，不会对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
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造成任何影响， 也不会对南海的海洋生
态环境造成破坏，无可指责。 他说：“经向有关部门了解，根据
既定作业计划， 中国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上的建设将于
近期完成陆域吹填工程。”

陆慷说， 中国南沙岛礁建设除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
外，更多的是为各类民事需求服务，以更好地履行中国在海上
搜救、防灾减灾、海洋科研、气象观察、生态环境保护、航行安
全、渔业生产服务等方面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陆域吹填完
成后，下阶段我们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

外交部：

我南沙岛礁建设
近期完成陆域吹填工程

图 为
完成 陆 域
吹填 工 程
后的 永 暑
礁卫 星 图
片。
新华社发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5069 4 2 7 0 3 3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6910114.06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160 1 7 3
排列 5 15160 1 7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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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6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141
起，4138人受到处理，2435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从查处的问题
类型看，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最突出，达到942起；其次是
大操大办婚丧喜庆、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公款吃喝等。

为掌握全国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情况， 中央纪委在31个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9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建立了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2014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3085起， 处理71748人，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23646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已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0797起，处理14324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398人。

5月份全国查处
违反八项规定问题3141起

晋级16强，年轻玫瑰惊喜不断
首战0比1小负于伦敦奥运会季军、

东道主加拿大队，次战1比0击败来势汹
汹的荷兰队———女足世界杯小组赛前
两轮，中国女足姑娘已经给了我们不小
的惊喜。末轮对阵新西兰队，将是决定
中国女足能否晋级淘汰赛的关键之战。

落后、扳平、反超、被扳平———在女
足世界杯A组生死战的94分钟里， 让人
窒息的高压数次向年轻的玫瑰袭来。如
此紧张的气氛， 以至于在补时阶段，中
国主帅郝伟在边线跳起来接球时没有
站稳，与对方球员产生身体接触，被裁
判认为干扰比赛而被罚出场。1/8决赛，
郝伟将不能站在场边指挥。

“这场比赛虽然打平就能出线，但
在比赛中我们没有守平的想法，只有
进攻，想拿3分。”赛后，代替郝伟出席
发布会的中国助理教练常卫巍表示，
中国女足队伍很年轻，第一次参加世
界杯大赛，重压之下取得小组出线非
常不错。

小组赛中国女足1胜1平1负积4分，
进球数力压同分的荷兰队，以小组第二
晋级。 她们的1/8决赛对手是C组第二
名，将在瑞士和喀麦隆队之间产生。

6比0，国足世预赛“幸福”开始
不丹是全亚洲“幸福指数”最高的

国家，中国男足主帅佩兰赛前表示，希
望能够在这里得到“幸福”。

这是不丹队首次参加世预赛，赛
前他们的国际积分为零，排名垫底。国
足在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列第79位。

抵达不丹后，国足气氛轻松，情绪
也十分乐观， 球员们对高原环境的反
应不大，人工草皮也不是很糟糕。面对
以业余球员组成的不丹队， 国足表示
比赛开场就要猛攻， 希望能够大比分
战胜不丹队。

比赛开始后，国足兑现了“开场就
猛攻”的承诺，却并未收到立竿见影的
成效———国足在上半场46分钟狂射
24脚无果。要不是杨旭在半场哨音吹

响之前磕磕绊绊打进一球， 国足很有
可能在半场就爆出一个大冷门。

经过上半场的“射门练习”后，国
足下半场一波接一波的攻势终于产生

“化学作用”———杨旭再入2球， 替补
出场的于大宝梅开二度， 武磊也有1
球入账。

9月3日， 国足将坐镇深圳主场
迎战下一个世预赛对手中国香港队。
目前， 两队均从不丹队身上全取3分，
中国香港队在净胜球方面以1球领先。
中国香港队能够比国足多赢不丹队1
球， 足以说明他们进攻端的火力不容
小觑。 可以预见， 国足的第一个主场
比赛并不轻松。

女足不相信“魔咒”
苏原平

“打平就能出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成
了中国足球的一道“魔咒”。年轻的中国女足姑娘
不相信 “魔咒”， 她们以昂扬的斗志和积极的拼
抢，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最终以小组第二的身份
闯入16强。

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女足姑娘没有让
前辈们失望，她们延续了中国女足参加世界杯必
出线的佳绩，也沿承着老女足的精神气质。

3场小组赛，打出了年轻女足的自信、激情和
希望。首战东道主加拿大，中国女足略显紧张，但
她们严密的后场控球战术让对手无可奈何。次战
荷兰，女足姑娘展现了强烈的求胜欲望，全场狂
轰27次射门， 终于在第90分钟由王丽思完成绝
杀。末战新西兰，先失一球的逆境更加激发了中
国姑娘的斗志和求胜欲望，她们更为坚定地发挥
自己的技术优势，通过更加积极的逼抢限制了对
方的中场和传接渗透，并一度逆转比分，最终以2
比2战平对手。

更为重要的是， 在经历这场逆风球的苦战
后， 中国姑娘逐步找到了解决西方球队高位逼
抢的信心和战术，心理也越来越成熟和强大。从
落后到扳平、反超，尽管最后又被对手扳平，年
轻的中国女足仍然突破了那道曾经难以逾越的
“屏障”，不仅扼住了命运的喉咙，还将“魔咒”扔
到了太平洋。

虽然本届女足没有大牌球星， 但是年轻的
女足姑娘表现出的鲜明特点， 如王丽思的关键
一脚，韩鹏的边路突破，王飞的大将风范，王珊珊
的勇往直前，吴海燕的奋不顾身，总让球迷心中
升腾起久违的豪迈激情。

每一场比赛都是一次历练， 每一次历练都
是一种成长。经过3场不同“硬仗”锤炼的中国女
足，在16强战中不论面对瑞士还是喀麦隆，都将
以更强的斗志、更成熟的心态从容应对。

场外任意球 16日，中国男女足双线作战。女足姑娘2比2战平新西兰队，挺进世界杯
16强；男足小伙客场6比0击败不丹队，世预赛首战告捷———

男女足双线奏凯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中国队球员于大宝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中央纪
委监察部网站16日公布了中央巡视组向
9家央企反馈的专项巡视情况，揭示了管
党治党不严格、选人用人不规范、投资监
管不到位，以及违规输送利益、蚕食国有
资产等问题。 这也是该网站就今年首轮
中央巡视公布的第二批反馈情况， 此前
已公布了6家央企。

巡视发现，中国石油管党治党不严，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不力， 一些
领导人员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淡薄，违
规违纪问题时有发生， 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不严格， 小金库屡禁不
止，公款旅游、购买购物卡、违规发放津
补贴等问题依然存在，公车管理混乱；选
人用人风气不正，“小圈子”问题突出，对
领导人员管理监督不够严格，“带病上
岗”“带病提拔”时有发生，存在违反回避
原则“近亲繁殖”现象；一些领导干部以
权谋私，帮助亲友承揽项目，甚至与私企
老板绑定；海外投资决策不规范，管理不
到位，存在廉洁风险。

中国海油管党治党不严， 党的作用
发挥不力，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落实不到位， 对违纪问题处理偏
轻偏软； 领导人员讲纪律守规矩意识淡
薄，不同程度存在“七个有之”问题；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 公款吃喝娱乐
风尚未刹住，公车管理混乱，严重顶风违
纪问题时有发生；选人用人不规范，存在
弄虚作假违规提拔干部问题和违反回避
原则“近亲繁殖”现象；依托海油资源谋

取私利现象比较突出， 个别领导干部带
头“吃里扒外”；海外投资监管不到位。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国家核电
技术有限公司管党治党不严， 一些党员
领导干部党性观念、规矩意识淡薄，存在
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现象，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等顶风违纪问题多有发
生；落实“两个责任”不到位，监督执纪问
责失之于宽、松、软，存在以批评诫勉代
替党政纪处分、 以处理具体经办人代替
追究主要责任人等现象； 执行选人用人
政策规定不严格，存在任人唯亲、搞“小
圈子”、突击提拔干部等问题，对领导干
部监管较软；“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执行
不到位，财务管理混乱，投资并购、工程
招标、 物资采购等领域违规违纪问题突
出，暗箱操作、贵买贱卖、领导人员直接
插手等问题时有发生。

国网公司党的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国
网公司党组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不到位，集
体领导和班子成员作用发挥不够； 党组、纪
检组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监督责任
有待进一步加强； 选人用人问题反映突出。
权力寻租、奢侈浪费问题依然存在个别干部
生活腐化。“四风”方面，部分所属酒店、疗养
院、培训中心建设标准过高，个别下属单位
花费巨款购买高档奢侈工艺品摆放。一些基
层干部和职工私揽或分包客户工程、刁难客
户、吃拿卡要、违规收费等。群众对少数领导
人员动用国企资源搞利益输送反映强烈。

南方电网部分领导人员党的意识淡
薄，重经营、轻党建，党的领导弱化；落实主
体责任不到位，履行“一岗双责”意识不强，

主体责任淡化； 有的纪检监察机构缺乏责
任担当，存在着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情况，监
督责任虚化。 有的领导人员利用工程项目
寻租，有的利用设备采购寻租，有的利用电
力营销权寻租。 南方电网及下属公司向职
工持股企业输送利益，侵蚀国有资产。部分
领导人员亲属经商办企业， 谋取不正当利
益。楼堂馆所建设标准过高，办公用房面积
过大，豪华装修。公务接待规格高，讲排场，
铺张浪费。会议活动大操大办，变相公款旅
游时有发生。

国机集团党委、 纪委落实两个责任不
到位， 重经营轻党建， 对领导人员监管不
力，对违纪问题执纪不严。海外工程项目监
管缺失，采购、分包环节不规范，项目许可
和融资环节权力寻租问题突出。 有些企业
财务管理混乱，账务弄虚作假；有些企业考
核指标不合理，业务人员奖金畸高。

中国电信一些党组织不重视党的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和监督责任履行不到位，执纪不严，一
些下属企业“四风”问题表现突出。主要
表现在：党的建设滞后于企业发展，党组
织作用弱化、地位虚化、功能空化现象在
集团各级企业不同程度长期存在， 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要求没有真正落实。部分
党组织队伍涣散， 部分党员特别是少数
党员领导干部纪律意识淡漠， 顶风违纪
现象突出。 北京电信公司顶风违反多项
党的纪律；上海电信公司追求奢靡享乐，
花费巨资装修并经营高档会所。 少数企
业领导人与特定关系人结成利益同盟，
以攫取非法利益为纽带， 内外勾结蚕食

国有资产。一些企业领导人充当掮客，利
用“人脉资源”聚敛钱财；有的利用职务
便利为特定关系企业承揽业务提供帮
助；有的违反集体决策制度，通过终端营
销和合作外包谋利； 有的收受下属人员
贿赂，为其职务升迁给予关照。

中国移动由于党的建设滞后， 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没有真正落实到位， 腐败
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主要表现在：
对外合作领域腐败风险高度集中， 围绕少
数企业领导人员形成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
同体，蚕食、围猎国有资产。有的恶意提高
分成比例向合作方输送利益， 有的虚构对
外合作业务直接侵吞国有资产； 有的通过
接受股权、回扣等形式直接收取贿赂，有的
通过业务关联企业代替“埋单”方式变相接
受利益输送。 部分党组织对中央批示精神
虚与委蛇，党的观念和党性意识淡漠，纲纪
不张，软弱涣散，从严治党任务艰巨紧迫。
一些党组织落实2011年中央领导同志关于
中国移动发生系列腐败案件的重要批示精
神存在差距， 缺乏担当精神， 责任意识不
强，整改措施落实不力。党的建设滞后于企
业发展， 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
部盲目自满， 不愿正视自身存在的各种问
题，党组织作用弱化、地位虚化、功能空化
现象在集团各级企业不同程度长期存在，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没有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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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9家央企“巡视清单”

个别领导干部带头“吃里扒外”

据新华社美国迈阿密6月15日电 美国前佛罗里达州州
长杰布·布什15日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 并表
示当选后将对华盛顿盛行的谋求私利的政治文化进行改革。

杰布·布什现年62岁，来自政治世家，是美国第四十一任
总统乔治·布什的儿子、 第四十三任总统乔治·W·布什的弟
弟。由于布什家族政治遗产的影响，尤其是小布什任期内发动
了伊拉克战争，杰布·布什在宣布参选前就面临许多关于其外
交政策是否会受其家族政治影响的质疑。

杰布·布什在去年年底首次公开表示正在考虑是否参选
时，在党内的支持率一度领先。然而，随着共和党宣布参选的
人数升至两位数， 布什的支持率被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另一名
候选人马尔科·鲁比奥超越，与其他候选人也基本持平。

杰布·布什参选美国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