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上海11月19日电（记者 朱
翃 韦骅）19日晚，2017足协杯决赛首回
合较量在虹口足球场举行。 坐镇主场的
申花整体表现更好， 凭借上半场马丁斯
的关键进球， 申花最终1比0战胜上海上
港，在两回合比赛中占得先机。

在本赛季中超联赛中，申花主客场
均被上港击败，外界也普遍认为上港的
整体实力要高于申花。本赛季，申花在
亚冠资格赛铩羽而归，在联赛中也仅是
顺利保级， 因此打进足协杯决赛的他
们，希望能够捧起冠军奖杯并获得下赛

季亚冠正赛资格。上港面临的压力同样
不小，赛季初提出的“至少夺得一个冠
军” 的目标由于亚冠和联赛的失手，足
协杯冠军也就成为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次回合比赛将于11月25日移师上港的
主场进行。

新华社记者

最新一期美国 《时代》 杂志亚洲
版的封面耐人寻味———象征五星红旗
的红黄底色上用中英文写着“中国赢
了”， 这是该杂志创刊以来首次使用中
英两种文字展示其封面内容。

文章历数了中国在经济、 政治、 社会
等领域取得的骄人成就， 认为今天中国的
政治和经济制度比二战后主导国际体系的
美国模式更为完备， 甚至更可持续。

美国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肯尼斯·
奎因自1979年以来多次访问中国。 对于
《时代》 周刊的文章， 他并不感到意外。
“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让西方无法视而不
见， 让其他国家无法置身事外。” 奎因说。

中共十九大后， 中国站在了新的历
史起点上。 中国将向何处去？ 世界需要
多元发展， 中国方案能贡献怎样的智
慧？ 又将如何影响人类进程？ 近日， 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主办的“中共十九大： 中国发展和世
界意义” 国际智库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全球30多家智库的数百名学者政要
就此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共产党做对了什么
谈到中国的变化， 博鳌亚洲论坛

理事长、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还记得
30多年前在北京长安街看到的情景：

“机动车非常少， 到处是自行车的矩
阵。” 福田康夫说， “现在已是今非昔
比。 中国在10年里建成了2万多公里的
高铁， 这样的速度和效率远超日本。”

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确立了长期
心理优势， “西方中心论” 认为西方
文明、 制度和发展模式是最优的。 在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中国人民没有
复制西方模式， 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

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
先进的工业国。

与会专家认为， 通往现代化的道
路不止一条， 中国方案对发展中国家
而言， 是现代化之路的全新选择。

“中国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
线下， 如果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的逻辑，
而不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 我相信扶
贫任务永远不可能完成。” 盘古智库理
事长易鹏说。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西方无法
实现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反倒出现制
度僵化和极具矛盾性的一面。 主导这
些国家的思想理论无法解释困局， 更
无从提出解决方案。 中国坚持走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冷静应对经济增
速“换挡期”， 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
过30%， 成为世界经济的“压舱石” 和
“助推器”。

“面对中国的成就， 西方爱用自
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发
展， 这不公平。”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
改革研究院院长于今说， 中国按照事
物的发展规律来制定自己的发展策略，
这不仅于别国无害， 而且能和其他国
家找到合作的利益交汇点。

立足世情、 国情、 党情的变化，
根据不同现代化阶段需要拓展指导思
想的内涵和外延， 而不是简单照抄照
搬西方现代化模式， 是中共推进国家
现代化的一大关键。

中国赢就是世界赢
“当今世界思想领域有哪些稀缺

品？ 我认为其中包括引导人类前行、 符
合发展规律的思想灯塔； 能在多元文
化、 多元需求和多元生活方式中凝聚共
识和引发共同行动的世界观、 价值观和
安全观， 以及能为全人类造福的新型公

共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文玲说， 十九大报告提供了这种稀缺
品。 它超越了不同意识形态、 不同道路
选择的局限， 寻求人类的最大公约数和
利益交汇点， 符合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 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也是研讨会
上中外学者们讨论最多的关键词之一。

“过去数年间， 中国帮助非洲建设
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项目， 非
洲已经从中国的繁荣中获益。 西方国家
只想要我们的原材料， 而中国帮助我们
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非洲社会科学院
研究发展理事会副主席恩科洛·福说。

实施“一带一路” 倡议， 创办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设立丝路基金，
举办首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 金
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中国从全
球治理的参与者逐渐转变成领跑者，
推动全球治理进入新时代。

《时代》 周刊这样评价中国的世界
影响力： 如今没有哪一个政府有足够
影响力来制定全球政治经济规则。 如
果一定要赌一个能同时对合作伙伴和
竞争对手施加最大影响力的国家， 押
注中国也许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中国越发展， 为世界带来的机
遇和作出的贡献就越大。 中国的发展
进步就是世界的发展进步， 中国赢了，
就是世界赢了。” 文章写道。

中国发展能给世界带来什么
几年前， 中国人对蔓越莓———一

种小巧的红色浆果还很陌生。 随着中

国日益富裕的中产阶层对健康水果的
需求迅速增加， 中国在短短4年间已经
成为美国第二大蔓越莓出口市场。

和蔓越莓一样进入中国寻常百姓
家的还有阿拉斯加州的海鱼、 蒙大拿
州的牛肉和艾奥瓦州的大豆。 美国总
统特朗普访华期间， 中美企业签署了
2535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 为双边
经贸往来注入新动力。

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 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
必然落后。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揭示
了一个朴素的道理， 那就是“大开放、
大发展； 小开放、 小发展； 不开放，
不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
济部部长赵晋平说， 作为经济总量全
球第二的新兴经济大国， 开放是中国
自身发展的需要， 也将为全球经济增
长带来新机遇。

今后15年， 中国市场将进一步扩
大， 预计将进口24万亿美元商品， 吸
收2万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 对外投资
总额也将达2万亿美元。 明年， 上海将
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为各
方开辟中国市场搭建新平台。

十九大报告强调， 各国人民要同
舟共济，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在‘反全球化’ 思潮不断凸显，
‘全球化’ 与‘逆全球化’ 进程深度博
弈的当下， 中国提出的全球化‘中国
方案’ 将引领探索更加公平公正、 包
容普惠的全球化新理念， 开拓全球化
新道路。”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
辉耀说。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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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铁路局改制为
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记者19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
获悉，截至11月15日，中国铁路总公司所属18个铁路局均已
完成公司制改革工商变更登记，19日正式挂牌， 这标志着铁
路公司制改革取得重要成果，为国铁实现从传统运输生产型
企业向现代运输经营型企业转型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初，铁路
总公司研究提出铁路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方
案， 并扎实有序推进。18个铁路局完成公司制改革工商变更
登记，并正式挂牌运营，铁路企业在新时代展示了新气象，踏
上了新征程。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 在实施铁路局公司制改革过程中，
我们坚持创新体制机制， 由铁路总公司行使出资人职责，不
设股东会；设立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依法建立
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
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在领导体制方面，改制后的公司坚持
党的领导，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在决策机
制方面，将党委会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
题的前置程序，充分发挥党委会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
导作用以及董事会的决策作用、 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监
事会的监督作用。

这位负责人还介绍， 在推进铁路局公司制改革的同时，
中国铁路总公司本级的公司制改革方案建议已经报国家出
资人代表财政部； 铁路总公司机关组织机构改革基本完成，
内设机构精简调整，机关部门、二级机构、人员编制分别精简
10.3%、26.6%、8.1%，工作流程进一步优化；总公司所属非运
输企业公司制改革进展顺利，年内将基本完成。

2017年国家司法考试成绩11月21日公布

全国合格线为360分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记者19日从司法部获悉，

2017年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将于11月21日公布，全国合格分数
线为360分。

根据国家司法考试放宽政策规定，今年放宽地方合格分数
线分为四档，其中：西藏自治区合格分数线为280分；内蒙古、广
西、宁夏、新疆4个自治区，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5个省的
自治州、自治县合格分数线为305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
海5个省所辖县(市、区)合格分数线为310分；除上述10省(区)
外，全国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合格分数线为315分。使用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试卷参加考试的，单独确定合格分数标准。

应试人员可自11月21日上午8时，通过司法部网站（http:
//www.moj.gov.cn）、 中国普法网（http://www.legalinfo.
gov.cn）、 司法部微信公众号和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查询本
人成绩；登录司法部网站自行下载打印成绩通知单。

北京大兴西红门镇新建村发生火灾

已造成19人死亡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18日18时许， 北京市大兴区

西红门镇新建村发生火灾。
18日18时15分，北京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大兴区西

红门镇新建村新康东路8号发生火灾， 消防部门立即调派14个
中队34部消防车赶赴现场开展灭火工作。21时许，明火被扑灭。
火灾共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受伤人员正在接受救治。目前，
事故原因在进一步调查中。涉嫌人员已被采取强制措施。

�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通讯员 孙
萌萌 记者 王亮 ）18日至19日，“全民
健身挑战日———健康湖南动起来”湖
南区岳阳站、怀化站活动举行。在岳阳
南湖， 冬泳爱好者成为挑战日最闪亮
的明星。

岳阳市活动场地在南湖广场，当
天大风低温， 并没有影响参赛选手和
现场群众的参与热情。除“挑战日”活
动的特定项目外，岳阳市将“第六届健
康跑”和“竞游南湖”活动加入其中，让
“挑战日” 真正成为全民健身大舞台。
其中“竞游南湖”格外引人瞩目，不但
有省内多个市州的选手参加， 更吸引
了来自湖北省的20余支代表队、500余
位冬泳爱好者加入其中。

怀化市“全民健身挑战日”在怀化
体育中心举行，“拉拉宝贝挑战赛”是
最火爆的项目， 有多达99支代表队参
加。其他挑战日活动也火热进行，吸引
数千民众观看。

至此，2017“全民健身挑战日———
健康湖南动起来” 湖南区10个分站活
动全部结束。最终的总决赛将于12月3
日举行， 分站各项目优胜选手将汇聚
益阳，一决高下。

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 � � � 11月18日， 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进入第三天， 此次联合演练中美两军共派出200余人参加。 图为
在美国俄勒冈州锡赛德的国民警卫队拉里叶军营， 中美两军参演人员一同救治“伤员”。 新华社发

津巴布韦总统
被解除党内职务

新华社哈拉雷11月19日电 （记者
张玉亮） 津巴布韦执政党非洲民族联
盟-爱国阵线 （民盟） 19日举行中央
特别会议， 决定解除总统罗伯特·穆
加贝的民盟主席兼第一书记职务， 并
要求穆加贝于20日中午前辞去总统职
务， 否则将通过议会启动弹劾程序。

民盟在会议后发表的声明显示，
原副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被选为
民盟主席兼第一书记， 这一决议将于
12月12日至17日举行的民盟全国代表
大会上被确认。 姆南加古瓦同时还被
民盟推选为2018年总统选举候选人。

会议还宣布， 副总统穆波科被解
除党内的副主席职务并被开除党籍。
同时被开除党籍的还有穆加贝夫人格
雷丝·穆加贝、 地方政府部长和财政
部长等官员。 此前， 民盟在全国10个
省的省级机构已发出声明， 要求穆加
贝辞去所有职务。

津巴布韦军方15日凌晨采取军事
行动， 全面控制政府要害部门， 通过
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否认发动军事政
变， 并表示将确保总统穆加贝及其家
人的安全。 军方发言人表示， 行动的
目的是抓出执政党内的“罪犯” 并将
其绳之以法。

中美两军联合实兵演练人道主义救援减灾

申花主场一球小胜上港足协杯决赛首回合

冬泳爱好者
闪耀挑战日

全民健身挑战日岳阳怀化站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11月19日的长沙气温骤降，可曙光
798宇凡羽毛球馆内却一片欢腾， 来自
国内884名羽毛球“老将”在此挥拍。由
长沙市芙蓉区羽毛球协会主办的2017
全国新大龄青年业余羽毛球单项赛让
他们“嗨”了一把。

21片场地，参赛选手年龄均在40岁
以上；男双、女双、混双3个项目，多达
1200场次的比赛。整个球馆热闹不断。

“我玩得好开心！”71岁的刘靖安老
人从赛场下来，刚刚被淘汰的她却“毫
不在意”，笑呵呵地跟前来“安慰”自己
的球友打趣。她是此次比赛湖南选手中
最年长的一位， 但一头干练的短发，矫
健的步伐却丝毫不“显老”。

“虽然是‘一轮游’，但我还是挺开
心，因为今天收获了惊喜！”老人家得意

地向记者展示起来：“这球包，北京球友
今天送的；这鞋子，是广东队的那个妹
妹给我买的；这球拍，是一个朋友上次
比赛的奖品，她马上送给我了……”

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刘靖安开朗、
好动、爱“策”，她告诉记者，年轻时候自
己就是个“三不”人员———一不打牌，二
不唱歌，三不跳舞，最大的爱好就是打
羽毛球，“那个年代没什么娱乐活动，就
喜欢到空地上打球，只觉得打羽毛球动
作好美的。”老人家快人快语。

然而在她的人生经历中，也曾有过
“放弃”的时刻。十几年前，老伴儿不幸
患病，天天“往外跑”的刘靖安不得不将
球拍搁置，寸步不离地照顾老伴儿。“老
头子当时也劝我没事的时候出去打球
放松下， 但是我哪里能放心哦？” 就这
样，她守着重病老伴儿13年。

“离开球场为了他，回到球场也是因

为他。”刘靖安告诉记者，她这辈子都忘不
了几年前老伴临终前对自己说的话，“他
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你就是个长不大的
妹子，一定要继续你的爱好才行’。那时候
我晓得了， 他其实一直都懂我有多喜欢
打球。”说到此时，她有点动情。

“老伴儿这句话我铭记在心，现在
打球也算是完成他的遗愿。” 刘靖安感
慨道。老伴儿走后，她重新拾起了球拍，
出现在了社区球场，也出现在越来越多
的民间赛场上。

这几年，刘靖安因为参与各类民间
羽毛球赛事走过了很多地方，最远到了
韩国，不久后又要跟着球友去泰国。“我
闲不住，朋友也越来越多，年轻的、年老
的都有，我的网名叫‘幸福老人’，我觉
得自己名副其实。”她一脸笑容。在她看
来，自己并不孤单，因为运动，她已经拥
有了健康幸福的老年生活。

“幸福老人”羽球情

美驱逐舰与日拖船相撞
据新华社东京11月19日电 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公布的

消息，美军在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配备的“本福尔德”号驱逐
舰18日在相模湾训练时，与一艘日本拖船相撞，事故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一艘失去动力的拖
船撞向正在训练中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驱逐舰轻微受
损，拖船则由其他船只拖往横须贺港。目前美国海军正在就
事发原因进行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