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到天涯也枉然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
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27日发布《关于部分外逃人员藏
匿线索的公告》，曝光了22名外逃人员目前在海外可能藏
匿的具体地址。

公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追逃追赃工作取得
重要阶段性胜利。截至2017年3月31日，通过“天网行动”
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2873人，其中国
家工作人员476人， 追回赃款89.9亿元人民币； 截至4月
底，追回“百名红通人员”40人。公告同时指出，追逃追赃
任务依然繁重。据统计，截至2017年3月31日，尚有涉嫌贪
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外逃出境的国家工作人员365人，失
踪不知去向的国家工作人员581人，共计946人。

根据举报梳理出来的线索， 公告向社会通报了22名涉
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在海外目前的可能居住
地。据了解，这些外逃人员均为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
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公告显示，这些
外逃人员目前可能居住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英国、澳大
利亚、圣基茨和尼维斯等6个国家，公告还特别曝光了他们
可能藏匿的具体地址，包括所在的街道等。

公告呼吁人民群众积极举报新逃人员，使外逃人员无处遁
形。公告通报了举报网址：http：//www.12388.gov.cn/ztzz/。

22名外逃人员海外“藏身处”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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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丽娟 周倜 王亮时事·体育16

!!"#$%&'()*
++",-./" 012
3"456$%&'7)#

!"
!8"#$%&'()#
#$%&

'( )*+ ,-

!"# $%& '()
!!!"#$%&'()*+,-./012

!"#$%&'()*+!",-#./012345
6! !789:!");<=>?@ABCD" EFGH!I
J!KL!MNOPQRS!"T$K(2%&UV# WX"Y
Z[L\]^$YZ[!"T$%&_M%&`a'$_M%()"b
!"#$ c % d # XefghK* (ijkl@min$_M%2
opqr"YZ[stu:$_M%vKiLwnx*

./012345
67++@[yz{|}~

!%# �,�MT$� !!$& �!�M
$��� !'%# �-

89+++@[cT$���
% ����� #(' �� &��Y�
) ����� #(# ��)-

:;+++����=���
��!������!Q� @m
¡T-

<=+++��!¢£O¤¥¦
i§¨©ªRS9$«*

¬"®¯°±²"@[³´
T$~ #%)# �" µ¶��Y ´
T$~ !%' �!�·¸ #* ¹º»"
c¼T$½¾¿À %(+ ��*

!>?"@ABC

DEFGHIJKL#
!9"':;<=>?
!@"ABCDEF
!G"HIJKLM
!N"':OP=9Q
!R"STUVWX

!>?"MNOP

Q$.R;123STUVW%
!"#$%&'()*+,-./0-12345678

93:;*"<=>?%@-ABC."<=/0-DEC1"
<=FGHIJ23;

X$23Y"UVW%
KLMN3:H9#$%&9%OP<=>CQR)%

&ST-UVS3-WXYZ453:G>;
1.[#$%&\ QR]%&S^_T<=5_T`

>CZ:a>MNbcCdefg3ahQRNi.jEk>
lCZ:mnolpMq;

1"]r#$%&\QRMNstuqa>>lCMv
wIxoyz{[|MNst5}q;

Z$23[\],^_%

345678/9*:;

<=&'()>?@*+ABCDE
FGHI
JK9*
:;LM
76HI
NOB
* FGLM

&'()
BC*+

`abc defg hi jiklmM2[\

n$],olpQ<q%
#-*"U9%S3WX>?olMq~�J���*KL

MN���>���C��a>NipMuq;
!-������567CZ:p�Ni�f;�Z���Z�

�-�b�f��-KL��-�L��]������ ¡��;

)-¢£�J¤¥-�¥-¦¥-§U¨�KLMN��©ª\

rs
!8YZ%[#

%-«¬KL®HI¯M\
\]"^_"#`ab"c#"d#"efghijkl?me
no$
pq"rs"tu"vw"'x"yzghijkl?meno$
{x|h"|}$
~�#/me�$
�xjkl?meno$
T�T���AB�����%

t$],ulvwxy%
*"U9%S3WX<=>?KLMN3:°±A

B²³C ´gµ¶·!.¸#$%&KLMN3:5A
BCAB¹º»*%&¼½;

z$],{|}?~�%
1"]rU9%S3WX¾¿ÀÁÂÃ^C ÄÅÆ

ÇÈÉ9%S3WXÊ¤¥-�¥-¦¥-§U¨�]�
¢£�CË³89ÌkCdeÍ³ÎkC�ÏÐÑÒ³M-
ÈN9Ó;

¢£�[Ô[5.#$%&¾QRKLMN3:Õ
ÖÄ×>lCØÙ3:±ÚCde·ÛÜU�-ÝÞU�
5ßÅ3:Càá[�âãªäå;

��
!!�YZ%[#

I$],ol&pQ��$pQ��$�<��'%
{xAB����#$%&'7)

�9��& ������Y����&=
���{xAB��%

{xB�./ ¡c¢O" £¤"¥
¦g§¨HI©ª&«¬Tc,®./
®¯°�±%

²{xB�¨¡³´$§¨HI�&
�µ!�#$%&'7)¶·¸¹%{x
B�¨¡³§¨HI':ºT�!�Y
Z%[®»7)<¼%

{x¡B½°�':ºT�8¾
%¿*+8#À¿"8,-./¿"8�
ÁÂg7)<¼%

ÃÄ{xB�¨¡³§¨HI§Å"
{xB�¨¡³HIÆÇÈ ÉÊ�Ë%

'ÌÍÎ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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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有压力也淡定
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4月份以来， 长沙春雨不断， 天气凉
爽， 省游泳馆内却热火朝天。 孙文雁和
李晓璐一遍遍在泳池里上下翻腾， 流淌
在她们脸上的， 是池水， 更是汗水。 省
花游队教练沈映沙介绍， 孙文雁和李晓
璐每天都要在水里训练8到10个小时。

5月17日至19日， 第十三届全运会花
游项目将提前举行， 孙文雁/李晓璐将出
战双人项目， 目标直指金牌。 下水训练
前的孙文雁和记者聊了几句： “有压力，
但也没有那么大。 对我们而言， 最重要
的是做好自己， 发挥水平。”

作为国家花游队队长， 孙文雁是国
内花游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2014年包揽
仁川亚运会花游3枚金牌， 2016年里约奥
运会又获得集体和双人两枚银牌。 她的
搭档李晓璐担任国家队的“尖子”， 就是
被众队友托举出水面、 完成水上难度动
作的选手， 也是国家队的拔尖队员。

“孙李”携手， 堪称“强强联合”。 省
体育局游泳中心主任夏学海表示：“近两

年， 孙文雁/李晓璐几乎包揽国内花游双
人项目的所有冠军。”

孙文雁/李晓璐最大的对手， 是2015

年复出的前国家队成员蒋文文／蒋婷婷
组合。 在4月24日结束的全运会花游预赛
上，孙文雁/李晓璐以0.7595的优势，击败

蒋氏姐妹成功夺冠。 夏学海认为：“我们对
孙文雁/李晓璐充满信心，毕竟蒋文文/蒋
婷婷年纪大些，复出一两年，体能、动作密
度没有恢复到当年水平。 ”

“引进来”“走出去”
花游双姝“开小灶”

为了让孙文雁/李晓璐这对“泳池之
花” 能够心无旁骛地“绽放”， 省游泳中
心为她们“开小灶”。

2016年里约奥运会还没结束，省游泳
中心就与中国花游国家队的日本教练藤
木麻佑子接洽，并顺利签约，专门负责孙
文雁/李晓璐的双人项目。“藤木麻佑子水
平很高，作为中国国家队教练，她非常了
解孙文雁和李晓璐。”夏学海说。

4月27日下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的训
练课， 藤木麻佑子全程守在泳池边指导，
寸步未移， 认真负责可见一斑。

“引进来” 的同时， 省游泳中心还让
孙文雁/李晓璐“走出去”， 开眼界， 提升
训练效果。

里约奥运会结束后， 孙文雁／李晓
璐前往花游强国西班牙进行训练。 今年
春节刚过， 两人又先后前往德国、 法国。
夏学海表示： “和外国优秀选手一起训
练， 可以开拓眼界， 维持高水平。 我们
也希望通过和外国选手、 教练的交流，
更了解世界花游发展潮流。”

据了解， 省游泳中心还在医疗、 心
理以及后勤等方面做足了功课， 为孙文
雁/李晓璐的训练保驾护航。

� � � � 4月27日下午，省游泳馆内，花游队员孙文雁／李晓璐正在紧张训练，她们将出战5月
17日举行的全运会花游双人项目，冲击湖南代表团在第十三届全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花游双姝含苞待放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10 8 1 5
排列 5 17110 8 1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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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4月27日，湖南省游泳馆，省花游队队员孙文雁（左）和李晓璐（右）正在训练，备战第
十三届全运会。 傅聪 摄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暨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表彰大会27日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今年共有99个先进集体荣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状，694名先进个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800个先进集体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2017年全国五一劳动奖
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 � � �据新华社阿布扎比4月27日电 为进一步增强丝路精神
的广泛认同，深化中阿合作，促进文明互鉴，《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阿文版研讨推介会26日在第27届阿布扎比国际书
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上举行。研讨推介会由中国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中国外文局共同主办。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阿文版研讨推介会举行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7日下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
订的测绘法， 决定免去刘家义的审计署审
计长职务、任命胡泽君为审计署审计长，国
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67、68号主席令

予以公布。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名额分配方案、十三届全国人大少数民
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台湾省出席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协商选举方案。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
决定、关于批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边
防合作协定》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移管被
判刑人的条约》的决定。

会议经表决，任命沈春耀为全国人大法

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姜异康为全国人
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王三运、
王宪魁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任命罗保铭为全国人大华侨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夏宝龙为全国人大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测绘法，决定任命胡泽君为审计署审计长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闭幕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在国防部4
月27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杨宇军就军队改革、我国第二艘航
母等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以原18个集团军为基础
调整组建13个集团军

杨宇军说，中央军委决定，以原18个
集团军为基础， 调整组建13个集团军，番
号分别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
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
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
一、八十二和八十三集团军。

杨宇军表示， 调整组建新的集团军，
是对陆军机动作战部队的整体性重塑，是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迈出的关键
一步，对于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
效能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中美两军不断增进互信

杨宇军说，中国军队将坚决贯彻落实
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保持两军
各级别交往、 发挥好对话磋商机制作用、
落实好年度交流合作项目、用好并不断完
善两大互信机制。 杨宇军表示，中方愿与
美方建设性地管控风险、妥处分歧，不断

增进两军互信。 希望美方与中方共同努
力、相向而行，为两国关系增加积极因素
和实质内涵，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贡献
正能量。希望中美两军能够稳步前行积互
信，妥处分歧控风险，合作共赢至千里。

第二艘航母许多方面
有新改进和提高

关于近日出坞下水的第二艘航空母
舰，杨宇军说，这艘航母完全是由我国自
主设计，其设计和建造吸收了“辽宁舰”科
研试验和训练的有益经验，许多方面都有
新的改进和提高。

至于这艘航母的名称， 杨宇军表示，
中国军队对于海军舰艇的命名有相应规
定，通常会在舰艇交接入列时公布。

坚决反对“萨德”入韩

杨宇军说，当前，半岛局势复杂敏感，
中方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做
了大量劝和促谈的建设性工作。“萨德”反
导系统在韩国部署，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与
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军队将继
续开展实战化针对性演习训练，以及新型
武器装备作战检验，坚决保卫国家安全和
地区和平稳定。”杨宇军说。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陆军集团军由18个调整为13个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中国记协深化改革方案》。《方案》提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
确改革方向和重点，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文化自
觉，以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为目标，依照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的总要求确定改革路径， 把坚持党
的领导、团结服务广大新闻工作者、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有
机统一起来，加强政治引领、突出问题导向、坚持面向基层、
强化协调推进，从根本上解决机关化、行政化等脱离群众的
突出问题，充分发挥团结引领、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
权的职能作用， 真正把中国记协建设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
凝聚力的人民团体，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不断提高党
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中办印发记协深改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