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纪委曝光9起
扶贫领域腐败典型案例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日前， 中央纪委公开曝光9
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 这9起典型案例是：

黑龙江省拜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兼局长刘
文阁等人玩忽职守造成扶贫资金损失问题。 湖南省凤凰县
禾库镇吉乐村党支部原书记隆作仕骗取扶贫资金等问题。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枧唐镇金屏村原党支部书记、 村委
会主任俞成荣收受农村危房改造户好处费等问题。 四川省
古蔺县民政局政策法规股股长王怀林等人失职失责造成扶
贫资金被骗取问题。 贵州省石阡县坪山乡凤凰屯扶贫互助
社理事长肖光亮挪用扶贫互助资金等问题。 云南省镇雄县
尖山乡尾坝村党总支书记肖建周失职失责落实扶贫政策不
实不准问题。 陕西省合阳县洽川镇莘里村党支部书记潘朝
阳以“捐款” 名义向贫困户违规收费问题。 甘肃省宁县焦
村镇西沟村党支部原书记张向明套取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
金修建寺庙等问题。 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培训中心培
训科原科长姚月光失职失责造成扶贫资金被骗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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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国际出版成果展示会23日在第
二十四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自2014年9月
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
目前已出版21个语种， 累计发行642万
册，发行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由中国外
文局下属的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摆
脱贫困》英文版、法文版23日在第二十四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首发。

《摆脱贫困》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个人著作，
收录了他1988年至1990年任中共宁德地
委书记期间的重要讲话和调研文章，共29
篇。 还收录有10张彩色照片，其中包括他
在宁德工作期间的6张工作照片。

全书紧紧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
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制
度、理念、观点和方法，深刻回答了推进闽
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重
要内容，思想丰富深刻，文风生动亲切，具
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同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一脉相
承、相互呼应。 同时，该书也是习近平同志
在宁德两年艰苦工作的全面写照，体现了
他扎根艰苦地区带领群众摆脱贫困的坚
定理想信念和深挚为民情怀。 该书中文版
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7月第一版印
制出版，并于2014年8月重印，深受国内广
大读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欢迎。

为向国际社会深入介绍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思想，促进广大发
展中国家在脱贫减贫领域的经验交流，中
国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与福建人民出
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了《摆脱贫困》一书的
英文版和法文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据悉，《摆脱贫困》英文版、法文版翻
译出版后， 第一时间在非洲举办的多个
减贫发展高端论坛和智库交流活动中亮
相，受到了非洲各国政要、学者和新闻媒
体的高度关注和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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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国际出版成果展示会在京举行

习近平重要著作《摆脱贫困》英文版、法文版国内首发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把国企降杠杆
作为“去杠杆”重中之重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23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推进央企深化改革降低杠
杆工作，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听取股权期权和分红等激励政
策落实与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制度改革进展情况汇报，推
动增强创新发展动力。

会议指出，央企是国民经济的骨干，在国企改革中具有
引领和示范作用。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央企贯彻新发
展理念，持续深化改革，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
解淘汰过剩落后产能、防控债务风险、推进提质增效、提高
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经营状况显著改善，今年
前7个月央企利润总额由去年同期的同比下降3.7%转为同
比增长16.4%，资产负债率比年初下降0.2个百分点，提质增
效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成绩来之不易。当前要抓住央企
效益转降回升的有利时机，把国企降杠杆作为“去杠杆”的
重中之重，做好降低央企负债率工作。一要建立严格的分行
业负债率警戒线管控制度。 二要建立多渠道降低企业债务
的机制。三要积极稳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督促已签
订的框架协议抓紧落实。四要强化问责，对负债率持续攀升
的企业要约谈提醒， 对造成重大损失或不良影响的严肃追
责。 会议要求制定进一步积极稳妥推进央企降杠杆减负债
的指导意见，推动央企资产负债率总体持续稳中有降，促进
高负债企业负债率逐步回归合理水平。

会议指出，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近年来股权期权和分红等
激励政策相继出台， 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和项目资金管理改
革不断推进。下一步要针对政策落实中的难点和堵点，强化
督查评估，总结地方经验。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世锦赛前董斌的老伤有些复发，现
在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23日，即将出
征全运会的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
连标介绍。

2016年里约奥运会，我省三级跳远
运动员董斌惊人一跃，以17米58的成绩
夺得季军， 收获中国在奥运会该项目的
第一枚奖牌，创造了中国田径的历史。本
届全运会，董斌要创造自己的历史：夺取
全运会金牌。

董斌今年已28岁，脚踝一直有伤。里
约奥运会，他在第一跳成功后，第二跳由
于过度兴奋扭伤脚踝。据了解，今年8月伦
敦世锦赛前，董斌在法国的训练中开始感

到不适，抵达伦敦后又受到阴湿天气的影
响，旧伤复发，最终放弃了世锦赛。

张连标介绍：“董斌回国后一直在调
整，虽然目前尚未完全康复，但他的身心
状态已经回升。”

调整好身心，尤其是心理状态，对董
斌非常重要。

2013年辽宁全运会，志在夺金的董
斌没能发挥最佳水平，获得银牌，失望的
他连赛后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出席。2014
年， 董斌在仁川亚运会再度与金牌失之
交臂。董斌直言，“当时面对接连打击，一
度非常怀疑自己，甚至不想练了。”

2014年，董斌开始跟随三级跳远名
帅胡树森训练， 一方面不断寻找技术上
的突破，一方面调整训练方法和节奏。在

不断的尝试和近两年的沉淀后， 董斌在
2016年迎来爆发。 他先是在当年2月打
破室内三级跳远的亚洲纪录，3月又在室
内田径世锦赛获得男子三级跳远冠军，
随后又在里约奥运会成功夺牌， 刷新中
国田径历史。

今年5月董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现在的目标，就是不断突破自己。”本届
全运会， 他的突破无疑就是创造自己的
历史，拿到曾经失之交臂的金牌。

根据赛程，本届全运会三级跳远项目
将在9月2日进行预赛，3日决赛。 据了解，
湖南田径队除了男子三级跳远，女子100
米栏也具备冲击金牌的实力。 根据安排，
湖南田径队的30多名运动员将于8月30
日从北京、长沙等地出发，征战全运会。

� � �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 （记者 王亮）
今天，2017中国（桃江）山地户外健身休
闲大会在长沙举行新闻发布会，9月1日
至3日， 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户外
运动爱好者将激情挑战，感受桃江之美。

本次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
管理中心、中国登山运动协会、湖南省体
育局、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湖南

省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中心、 桃江县人民
政府承办，御峰体育全程执行。本站主会
场在桃江县金盆广场，同时在桃花湖、浮
邱山、 修山设分会场。 大会设有5公里、
10公里微马联赛，40公里资江徒步毅
行， 趣味定向越野赛， 浮邱山自行车联
赛，攀岩联赛以及趣味嘉年华、音乐狂欢
晚会和露营体验活动。

省体育局副局长孙平波介绍， 中国
山地户外健身休闲大会的前身是湖南省
山地户外健身休闲大会， 已成功举办了
4届，今年升级为国字号赛事。本次大会
以“运动益阳，定向桃江”为主题，为全国
户外精英、 爱好者提供展示运动风采的
平台，打造具有桃江特色、体现桃江风采
的户外运动精品项目。

瞄准天津全运会金牌

董斌要创造自己的历史

山地健身休闲大会9月登陆桃江
5000参赛者齐聚“美人窝”

NBL常规赛排名第5

湖南金健米业
季后赛首轮战洛阳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 （记者 王亮 ）
今天进行的2017赛季NBL （全国男子篮
球联赛） 最后一轮常规赛， 湖南金健米
业队客场以118比124不敌江苏国立队，
最终以17胜9负的战绩排名联赛第5位。
8月27日季后赛首轮， 湖南金健米业队将
对阵洛阳中赫队。 常规赛中， 他们与洛
阳中赫队战成1胜1负。

8月16日第23轮， 湖南金健米业队
主场击败拉萨净土队， 以15胜8负的战绩
提前3轮获得季后赛资格。 为了在季后赛
首轮拿到更多的主场优势， 湖南金健米
业队在剩下的比赛中依然全力争胜， 冲
击更好的名次。

本轮比赛， 湖南金健米业队的状态
出现起伏。 前两节， 他们以67比53确立
了14分的领先， 但下半场状态下滑， 尤
其是第四节， 被对手打了一个43比26，
最终以118比124落败。

26轮战罢， 本赛季NBL常规赛前4
名分别是陕西信达、 河南赊店老酒、 安
徽文一和洛阳中赫队。

根据赛程安排， 本赛季季后赛将于8
月27日展开， 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采
用5战3胜制， 总决赛采用7战4胜制。 如
果总决赛打满7场， 全部比赛将于10月8
日结束。

守望，为了这片净土
———可可西里生态保护纪实

� � � �一群藏野驴在可可西里地区奔跑（2016年12月2日摄）。 新华社发

� � � � 7月7日，波兰克拉科夫，第41届世界
遗产委员会会议上， 可可西里跻身世界
自然遗产。

地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可可
西里， 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 平均海拔
46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第三极。这里究
竟有怎样的独特魅力？

这是一片充满生机和灵性的土地。藏
羚羊、藏野驴、棕熊等野生动物在此肆意
奔跑。 这背后，是一代代可可西里人前赴
后继，克服常人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付
出生命代价， 保护和守望着这片净土，谱
写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英雄赞歌。

生态热土
从惨遭破坏到生机盎然，

可可西里巨变见证生态文明
建设的努力与行动

可可西里所在的三江源， 拥有青藏
高原上最密集的湖泊，是长江、黄河和澜
沧江的源头，被誉为“中华水塔”，孕育了
中华民族和中南半岛悠久的历史文明，
是十几亿人民的生命源泉， 对中国乃至
亚洲的生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可西里的生态极为重要， 同时又
极为脆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大量人员涌入
可可西里， 这里面临着千百年来最严重
的危机。

采金的人来了， 可可西里的地表植
被受到严重损害；捞卤虫的人来了，可可
西里的盐湖变得不再平静； 最让人担忧
的是， 越来越多盗猎者把枪口对准了藏
羚羊。

“三江源地区堪称地球上最复杂的

生态系统之一，敏感而脆弱，一旦遭遇退
化和破坏，短期内难以得到恢复。 ”三江
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李晓南说。

保护好这最后一片净土， 守住高原
生灵最后的家园， 成为历史给出的一道
必答题。

1996年， 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
挂牌成立。 第二年，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扛起了历史的重任。

可可西里的生态在一天天好转。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大棋局中， 国家保护可可西里的
力度空前加大。

这是可可西里保护史上值得铭记的
时刻———

一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
时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
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 他明
确提出，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必须
担负起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
重大责任。

昔日满目疮痍的盗猎之地，如今成为
高原物种基因库。 可可西里现有哺乳动物
31种，鸟类60种，鱼类6种，爬行类1种，其
中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共24种。监测数据
显示，可可西里荒漠面积不断减少。

可可西里以自身的实践证明， 对自
然以敬意就会获得公平的回报。

精神厚土
从热爱到执着，坚守的使

命不断传递与延伸

1993年， 时任可可西里所在的治多
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在抓捕盗猎

分子时中弹牺牲。 第二年，他外甥秋培扎
西申请去可可西里，接管巡山队的工作。

几次向领导申请后，2009年的一个
借调机会， 秋培扎西终于来到父辈奉献
了热血和生命的可可西里。

如今，他是卓乃湖保护站站长，哥哥
普措才仁是沱沱河保护站站长。“我和哥
哥结伴而行， 来到了保护可可西里的前
沿和原点。 ”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天天在山里，家里人咋办？
退伍后已在可可西里工作20年的赵

新录想了半天，还是说“家里人挺支持”。
尽管儿子小的时候， 两三个月才能见一
面。 但家人都觉得，他做的是跟英雄索南
达杰一样的工作，从来没有一句抱怨。

有人说，随着监测技术的应用，现在的
可可西里巡山队可能是最后一批巡山队员。

秋培扎西说，科技手段再发达，人的
作用也不可替代。 更重要的是，可可西里
人的坚守精神永远不会消失， 那是对自
然的无比敬畏，对美好生态的永恒追求。

希望乐土
从自觉意识到制度保障，

可可西里的绿色发展之路必
将更加宽广，成为展示美丽中
国的一扇生动窗口

曲麻莱县多秀村村民青次扎西去年
成为政府聘用的一名生态管护员。

每周一， 他都要骑摩托车沿着村里
到可可西里的道路进行生态巡护， 早晨
出发，晚上回来，往返近300公里。

36岁的青次扎西原本是一位牧民。
迎着朝阳将牛羊赶至沾满新鲜露珠的草
场，曾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刻。 但好景不
长，由于盗采分子涌入、牧民过度放牧等
因素影响，可可西里的草场被严重破坏，
湖水也遭到污染， 越来越多牛羊无草可
吃、无水可饮。

放下牧鞭、保护草原，是青次扎西从
那时起就萌生的念头。如今，像青次扎西这
样的生态管护员在可可西里、 在三江源地
区越来越多。 他们停止放牧或减少牲畜数
量，领起了政府发放的工资，家里收入有一
定保障的同时，草原生态也得到保护。

聚流成川。 各方力量汇集在可可西
里，共建、共享、共同守护这片美丽荒野。
他们身体力行， 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付
诸实践。

申遗成功后， 可可西里获得新的机
遇， 她将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生态理念和
绿色形象。

“在不断理顺完善机制的基础上，可
可西里还将努力强化区内的科研支撑。 ”
李晓南说，目前，中科院、清华大学及青海
省政府正筹划组建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
院，有望为包括可可西里在内的自然保护
地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培养专业人才。

李晓南说，“拿拳头保护生态” 的模
式将成为历史，当地将在生态教育、生态
科研等领域发挥更多作用。

“我们正努力将可可西里打造成展
示美丽中国的窗口。 ”他说。

从这个窗口，人们将看到什么？
是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美

好的共同家园，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壮
美前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崭
新篇章。 （据新华社西宁8月23日电）

今年最强台风“天鸽”
23日在珠海南部登陆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
今年第13号台风“天鸽”（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23日12时
50分前后在广东珠海南部沿海登陆。

8月23日早上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
预警，中国气象局也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应急响应提升
至二级。

中央气象台台海中心预报员钱奇峰介绍，“天鸽”是今
年以来登陆我国最强台风，有“个头小”、预报难度大、近海
区域强度快速加强等特点。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
署国务院令，公布《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办法》强调放管结合，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良好
制度氛围。 一是放宽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活动的范围，鼓励
社会投资创业，激发市场活力，并为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
实际，灵活创新管理预留制度空间。 二是规定查处部门应当
坚持查处与引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避免一
概取缔的简单化执法，对具备办理证照的法定条件、经营者
有继续经营意愿的，应当督促、引导其依法办理相应证照。三
是法律、 行政法规对其处罚没有明确规定的无照经营行为，
适当减轻法律责任，不再予以没收工具，并降低罚款数额。

《办法》强调明确部门执法权限，厘清监管职责。 对无照
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予以处罚。 对无证经营的，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对负责
查处无证经营的部门有明确规定的， 由规定的部门查处；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查处。 对既无证也无照从
事经营活动的，依照无证经营的规定予以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