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没有绝对豪强，但“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的H组
是8个小组中形势最不明朗的：哥伦比亚悍将云集，塞内
加尔、波兰黑马成色十足,日本承载“亚洲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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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世界杯特刊

两匹“黑马”，难扛一“哥”

� � � � 没有“冠军相” 球队坐镇， 但这丝毫
不会折损H组比赛的激烈程度， 中前场的
“速度与激情” 将在该组频频上演。

26岁的J罗是哥伦比亚队的当家球星，
上届巴西世界杯上年仅22岁的他横空出世，
以6球荣获金靴， 对阵乌拉圭时一记高难度
的转身凌空抽射令他名声大噪，并收获最佳
进球奖。在本届世界杯预选赛中，J罗一人承
担了射手王和助攻王两种角色， 征战俄罗
斯， 球队首发前腰这一位置他必当仁不让。
上届因伤错过世界杯的法尔考将是哥伦比
亚不可或缺的中前场发动机。

之前被冠以“世界第一中锋”的莱万在
2016年欧锦赛发挥不利为人诟病， 但本届
世预赛中波兰队正是依仗着他16粒进球的
状态得以挺进俄罗斯。他依旧是波兰队最稳
定的得分点，也是球队防守的首道屏障。

塞内加尔的马内势头强劲。本赛季欧冠决
赛， 马内依靠抢眼表现为红军利物浦挽回些许

颜面。犹如黑豹的马内无疑是塞内加尔此次
征战世界杯最为仰仗的进攻武器。而塞内加
尔还有一枚绝对中坚力量库利巴利，拥有世
界一流控球技术的他势必倾尽全力为马内
的所向披靡保驾护航。

� � � �从欧洲区预选赛E组中以只
输一场的优异成绩晋级，身为本
届世界杯“最弱种子队”的波兰
拿到一支上上签。 从打法上来
看，近几届大赛上重新崛起的波
兰接过捷克队大旗，成为中东欧
力量型打法的代表。讲究力量和
速度是他们的制胜法宝，尤其是
锋线上有灵魂人物莱万当道，本
届世预赛，波兰打入的28球中有
16球都出自莱万。只要能够把球
顺利地“输送”到莱万脚下，波兰
队距离进球就不会太远。但莱万
不是孤军奋战， 法比安斯基、格
利克、克里霍维亚克组成的中轴
线“低调不失奢华”，边路皮什切
克、 格罗西茨基等名将也有摧城
拔寨之力， 门将沃伊切赫·什琴斯
尼辗转于阿森纳和尤文两大豪门，
实力不容小觑。

16年后塞内加尔以4胜2平

的战绩再次回归世界杯决赛圈，
沉睡的雄狮等来了人才的集体
爆发。23人大名单中除门将哈·
恩迪亚耶外，所有球员均在欧洲
联赛打拼。中前场方面，近来威
震四方的马内在锋线上能得到
巴尔德·凯塔和老将索乌的帮
助；中后场，格耶是过去两个赛季
英超抢断率最高的球员之一，库里
巴利则是防线顶梁柱。眼下的塞内
加尔战术纪律严明且三线均衡，硬
朗的身体素质、恐怖的爆发力凝聚
在每一位球员的身上，杀伤力与搅
局力可见一斑。

在这样一个什么都有可能
发生的小组中，波兰与塞内加尔
两匹大黑马将在首战相会。作为
本组最能“掰掰手腕”的两支球
队， 他们或许都会力争克死对方、
拿下日本，并在哥伦比亚面前保住
颜面，以此争取到出线资格。

� � � � 2014年巴西世界杯哥伦比亚一鸣惊人，
小组赛以全胜战绩出线，过关斩将最终跻身
前八，创下队史世界杯最好成绩。

上届世界杯球队少了老虎法尔考， 却
迎来了J罗的横空出世。 本届世界杯咖啡军
团阵容相较上届更为齐整： 锋线上法尔考

重新回归， 中场J罗“更新升级”
效率极高， 已迅速成长为队内核

心， 金特罗、 穆里尔等一众进
攻能手也将助
其 一 臂 之 力 ；
后防线上不乏
萨帕塔、 米纳
等效力欧洲五
大联赛的顶级
后卫 。 本届世

界杯， 在同组没有超级强队的情况下， 出
线对于他们来说应该胸有成竹， 但八分之
一决赛他们的对手很可能会是G组的英格兰
或比利时。 此外， 悍将云集的球队如何打
出整体性也是关键问题。

自1998年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后，
日本队此后未缺席过任何一届世界杯。 本
届世界杯落入H组， 签运不差的东瀛武士承
载亚洲希望， 无奈球队在大赛打响前2个月
临阵换帅， 由本土功勋教练西野朗接过教
鞭。 此前在大阪钢巴的十年间西野朗将球
队带上亚冠冠军的位置， 但在备战时间极
其有限的情况下， 西野朗的战术理念能得
到多大程度的接受， 又是否能执行有效都
是未知， 日本队是“重生” 还是“作死”，
有待检验。

H组赛程

6月19日 20:00 哥伦比亚-日本

6月19日 23:00 波兰-塞内加尔

6月24日 23:00 日本-塞内加尔

6月25日 2:00 波兰-哥伦比亚

6月28日 22:00 日本-波兰

6月28日 22:00 塞内加尔-哥伦比亚

� � � � 6月 1
日，在意大
利贝尔加
莫进行的
国际足球
友谊赛中，
埃及队以0
比0战平哥
伦比亚队。
图为哥伦
比亚队球
员戴维森
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员 陈放）6月9日
至10日，2018年“新湖南”杯湖南省跆拳道大奖赛邵阳和益阳
分赛区比赛顺利结束。 至此，2018年省跆拳道大奖赛13个分
赛区全部举行完毕，总决赛将于10月份隆重举行。

邵阳赛区共有33支代表队、694名运动员参与，最终团体
总分前三名为悟道魂、万年青和精武。益阳赛区有14支代表
队、460名运动员进行角逐，群鹰、资阳跆拳道、 会龙位列团
体总分前三名。

省跆拳道大奖赛分赛区结束

� � � �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11日电 据美联社11日报道， 关于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是否扩军至48支队伍的讨论已不在国
际足联将于13日召开的年度会议议程上。国际足联表示，关于
增加16支队伍到卡塔尔世界杯的可行性研究的请求已被南美
洲足联撤回。

国际足联已确定将于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但
今年4月，南美洲足联正式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迅速扩
军，不过因凡蒂诺现在对这一要求的热情已经大幅下降。因凡
蒂诺说，他的同事们会继续与卡塔尔讨论潜在的扩军可能。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扩军计划希望渐微

全省体育冬夏令营将启动
�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王亮 通讯员 尹兴邦）记者
今天从省体育局了解到，2018年湖南省青少年“体育·新时
代”冬夏令营系列活动将于近日启动。

为提升我国青少年体质和运动精神， 国家体育总局今年开
始实施“2018年全国青少年冬夏令营”工作。据介绍，系列活动将
利用“互联网+”技术，融合AI人工智能、动作捕捉与感应等青少
年感兴趣的科技手段，让青少年了解体育、爱上体育，最终目标是
参与活动的青少年都可以掌握2至3项体育技能。

本次冬夏令营活动计划覆盖全省14个市州， 项目设有足
球、篮球、排球、田径、游泳、武术等30多个。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67 7 5 4 7 3 5 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6628844.7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56 3 2 2
排列 5 18156 3 2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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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邹鹏 杨琼

常言道“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一些
基层党员干部却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
漠视纪律和规矩谋取私利， 必将得到党
纪国法的严惩。

桃江县松木塘镇民政所工作人员文
跃辉就是这样倒在纪法的“红线”上。她
在2012年8月至2016年2月期间，利用自
己负责办理农村低保的便利条件骗取低
保资金44815元。2017年6月,� 文跃辉被
开除党籍；2018年4月，被判处免于刑事
处罚、追缴违法所得。

近日， 桃江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了有关案情。

贪念在一个“漏洞”中发生

2011年11月，文跃辉调到桃江县松木
塘镇民政所，主要负责农村低保、五保等信
息录入以及资料整理等工作。 在熟悉当时
的低保办理流程后， 文跃辉发现到信用社
办理新增低保户银行存折， 不需要低保户
本人身份证。发现“漏洞”的她私下里很开

心，寻思着怎么利用这个“漏洞”捞点钱花。
2012年8月， 文跃辉的嫂子刘某找

她帮忙办低保，文跃辉觉得机会来了。她
用嫂子和邻居文某的个人信息， 各做了
一套申请资料。 考虑到将两人的低保信
息录入户籍所在村很容易被村民发现，
她想出了个移花接木的办法， 将嫂子和
文某录入了其他村上报的低保花名册
中。就这样，两个做了“手脚”的低保户信
息通过了层层审批。

申报成功后，文跃辉她没有把这个“好
消息”告诉嫂子，更没有透露给邻居文某，
想独吞这两个户头上的低保金。 过了一段
时间后， 文跃辉见嫂子没有再提起办低保
的事情，便放下心来。之后，每隔一段时间，
她就去取一次钱，用于自己的日常开支。

败露在一次侥幸后到来

2014年，桃江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低保大清理，镇村两级逐一上门核实，一
些不符合条件的低保户纷纷被清退。然
而，文跃辉不忍心舍弃这两笔固定收入，
风头一过，她又“故伎重施”，“神不知鬼

不觉”地将两人变成了低保户。
2016年， 镇财政所在第一季度低保

资金的发放过程中，出现了刘某、文某的
低保资金反复几次打卡失败的情况。“以
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都是因信息录入错
误而导致的。” 松木塘镇分管该项工作的
同志回忆道。随后核查原因，发现这两个
人竟然是在非户籍村享受的低保，明显不
符合政策。通过到相关部门初步核实户籍
信息、查询低保资金去向，证实了领取人
和低保人并非同一人等相关涉嫌违纪的
情况，松木塘镇纪委迅速介入调查。

意识到事情已经败露，2016年7月，
文跃辉“假意”主动向镇纪委交代了自己
违规为刘、文两人异村办理低保的“全过
程”，并上交了违规发放的低保资金。

真相在一场“演戏”中大白

“刘某的存折我亲自交给了她本人，
文某的存折我交给了他父亲”“有时候他
们要我们帮忙取钱， 我就帮忙取一下，取
出来后就交给他们了”，面对调查人员，文
跃辉出示有关收条来证实自己的说辞。

但调查人员在与刘某、 文某父亲的
接触中，还是发现了“端倪”。

原来，事发后，文跃辉分别找到刘某
和文某的父亲， 把事情跟他们说了一遍，
请他们保守秘密，并伪造了收条等相关证
据。一个是亲戚，一个是邻居，亲戚不想她
出事，邻居碍于情面，在第一次调查中，这
两个人按照文跃辉事先想好的对策，对前
来调查的工作人员说了一番假话。

戏演得再好，也掩盖不了事实。随着
调查深入，在铁的事实和证据面前，文跃
辉承认了自己违规骗取低保资金、 对抗
组织审查的违纪违法事实。

■执纪者说
救命钱，岂容他人觊觎？民政资金是国

家用于保障困难群体、特殊群体、优抚群体
基本生活的专项资金，应该发到真正需要的
群众身上去， 文跃辉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
用职务便利骗取低保资金，性质恶劣。广大
党员干部要以此案为戒，在工作中增强纪法
观念，增强群众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增强廉
洁意识，把民生资金用好，把扶贫攻坚工作
做实，切莫监守自盗，切莫自毁前程。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民政所工作人员骗取低保资金44815元

兔子不吃窝边草 她却连亲属也不放过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付红)“微信工作群本来是方
便工作的， 由于本人法律意识淡薄，泄
露公众信息给不法商家利用，给参保人
员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6月12日，谈
起因在微信工作群中泄露特殊门诊病
人信息受处分，永兴县城乡居民医保中
心信息股股长曹斌懊悔不已。

5月7日， 永兴县纪委监委决定对
曹斌的违纪问题予以立案调查。经查，
去年7月10日、10月30日，曹斌分别将
2017年特殊门诊第一 、 第二季度名
单， 共包含5169条特殊门诊病人信息
上传至“永兴合作医疗交流群”的微信
群和QQ群， 名单中包含病人姓名、身
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疾病名称、联系

电话、有效时间治疗理由等。名单上传
后群成员可自行下载， 其中福康药店
下载名单信息和联系方式后， 通知一
些参保人员到药店买药， 并进行虚假
宣传， 导致参保人员不合理购药后将
当年度报账额度用完， 给参保人员带
来了损失。

曹斌身为国家公职人员，在工作过
程中泄露所获得的特殊门诊病人信息，
其行为已涉嫌犯罪， 且构成严重违纪。
曹斌在案发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
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县人民检察院对
其作出不起诉决定。目前，县纪委监委
已决定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并给予其
降级的政务处分。该案系省内首例公职
人员泄露公众信息被查处。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周程 伍飞）
日前， 长沙县检察院检察长盛智带领检察官专程到三一重工
进行回访，并举行了法治讲座，针对近年来办理的侵害三一重
工利益的系列案件，通过以案释法警示教育，让核心技术岗位
人员知法、懂法、不敢违法。

三一重工是装备制造业领域的知名民营企业。2016年6
月，三一重工工作人员报警，称该公司研发的工程机械远程监
控系统被人为非法解锁破坏。三一重工的ECC系统业内闻名，
系该公司的核心技术，没有“内鬼”不可能做到。不久，在三一
重工负责泵车控制程序编写和调试的工作人员张某“浮出水
面”。经调查得知，张某通过工作便利掌握了泵车控制程序及
代码，后研究出可以解除远程锁定泵车控制的程序，卖给曾在
三一重工工作过的周某等人用于泵车解锁， 为客户非法解锁
三一泵车共计11台，从中非法获利7万余元。

“这将使公司对在外的工程机械设备失去控制，无法传递
设备工况数据与正常锁机， 会导致大量客户恶意拖欠公司货
款。”三一重工法务部工作人员介绍说。

案件移送长沙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后，该院迅速启动涉企案
件“绿色通道”，专人加快办理。为掌握证据、了解企业诉求，他们
多次走访三一重工，请总工程师详细讲解控制原理、调取后台
被破坏的数据痕迹、进行比对实验确定破坏方式。正是有了充
分的准备，2017年12月13日的庭审中， 针对多名被告人和辩护
人提出的其解锁行为属于有权处理、没有破坏性不构成犯罪等
辩解，公诉人给予了有力回击，得到了合议庭的采纳。

今年年初，法院以传授犯罪方法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罪对被告人周某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张某等其他9名被告人也
被定罪处罚。据了解，此案依法及时办理后，拖欠尾款的客户在
该案判决后相继向三一重工筹付尾款，企业损失得到了挽回。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何淼玲）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了解
到， 该院最近以受贿罪判处原长沙市轨
道交通三号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志达有期徒刑2年3个月， 并处罚金人
民币10万元； 对其被扣押在案的违法所
得人民币56.3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黄志达于1969年2月出生于长沙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上半年至2017年
3月,他在担任原长沙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期间, 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为颜某、严某、罗某、张某和梁某在

地铁三号线建设中的承揽项目、分包工程、
工程运行等方面提供帮助与关照, 分多次
收受上述人员所送人民币共计56.3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黄志达系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数额巨
大的财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385条之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黄志达系主动投
案， 且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可
以认定其自首，具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
节。案发后，被告人黄志达已退缴全部受
贿款项，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检企合力保住三一核心技术

省内首例公职人员泄露公众信息被查处 利用职务之便受贿56.3万元
原长沙地铁三号线总经理
黄志达获刑2年3个月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铁骑雄狮，谁能“一黑到底”？

黑马相逢1

咖啡军团香四溢，东瀛武士犯大忌老牌新貌2

众星云集，冲“锋”陷阵巅峰对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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