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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多所高校负责人表示
欢迎中国学生和学者

美国多所高校负责人近
日表示， 将一如既往营造友
好环境， 欢迎中国学生和学
者。 他们对美方有关限制措
施感到担忧。

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
特·齐默近日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表示， 芝大欢迎中
国学生和学者的到来。

斯坦福大学校长马克·泰
西耶－拉维涅和教务长波西
丝·德雷尔6月3月发表联合
声明表示， 斯坦福大学欢迎
国际学生和学者， 拒绝所有
形式的偏见和歧视。

耶鲁大学校长彼得·萨
洛维5月下旬发表公开信表
示，开放是美国顶尖大学取得
卓越成就的关键，也将始终是
耶鲁大学的标志。耶鲁欢迎和
尊重所有国际学生和学者。

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
步引向深入， 根据中央要求，中
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一书，
已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
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纲要》共21章、99目、200条，
近15万字。全书紧紧围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
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这一主题，以“八个明确”和“十四
个坚持” 为核心内容和主要依据，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有助
于广大干部群众更好理解把握这
一思想的基本精神、 基本内容、基
本要求， 更加自觉地用以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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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
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
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并写入党章， 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载入宪法， 实现了党
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的继承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最新成果， 是党和人民
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党全国
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必须长期
坚持并不断发展。

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
步引向深入， 根据党中央要求，
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党中央认为，《纲要》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了全面系统阐述，有助于更好地

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
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党中央同
意印发《纲要》（由中央宣传部统
一印发）， 作为广大干部群众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辅助
读物。

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不
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要组织全体党员
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并
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把《纲要》纳入学习计
划，作出周密安排，开展多形式、
分层次、 全覆盖的学习培训。要
在多思多想、 学深悟透上下功
夫，深入学习领会这一思想的时
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
界意义， 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
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
在系统全面、 融会贯通上下功
夫，深刻把握这一思想贯穿的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知其然
又知其所以然，不断提高马克思
主义理论水平； 在知行合一、学
以致用上下功夫， 大力弘扬理
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更加
自觉用这一思想指导解决实际
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
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的生
动实践。 ■据新华社

针对美国政府近来对多方挑
起经贸摩擦的行为， 多国政要一
致认为，美国挥舞贸易大棒、奉行
单边主义政策损人害己， 将对世
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意识形
态秘书康斯坦丁·斯塔里什说，近
几十年， 全球经济体系已被证实
行之有效， 并推动了各国经济和
贸易发展。如今，美国借保护自身
经济利益为由， 破坏这一体系基
础，这好比“大象闯进瓷器店”，破
坏了现有模式， 却又不提供替代
方案。

斯塔里什认为， 美国盲目挑
起经贸摩擦，是为保持自身“世界
经济霸主地位”，此举严重违背市
场规律， 表明美国不愿对世界经
济发展负责， 同时也将影响美国
自身经济发展。

土耳其爱国党主席多乌·佩
林切克日前在伊斯坦布尔表示，
美国挑起对华经贸摩擦， 最终将
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佩林切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 美国以“威胁国家安
全” 为由无端打击华为等中国科
技企业，是因为害怕华为的实力。

他强调，这是美国在“自我孤
立于世界”。

他认为， 与世界各国建立良
好关系、 并采取共享发展政策的
中国将会最终掌握主动， 贸易战
不可能阻止中国崛起。

黎巴嫩一些政界人士近日表
示，美国对中国挑起经贸摩擦，意
在维护其霸权地位， 这种单边主
义政策违背世界发展潮流，“开历
史倒车”。

黎巴嫩人民会议组织副主席
布尔吉强调， 美方挑起经贸摩擦
影响的不只是中国， 同样损害美
国自身利益，甚至影响全球经济，
“美国这一政策是不理性、不合逻
辑的，也不会成功”。

黎巴嫩电 信部 长 穆罕 默
德·舒凯尔也表示， 黎巴嫩与华
为公司的合作不会受到美方相关
政策影响，“我们会做符合黎巴嫩
利益的事情”。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

结合主题教育，把《纲要》纳入学习计划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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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三湘彩民表现抢眼，从
双 色球 2019052期至 2019057
期，拿下6注一等奖，平均每期中
出 一 注 。5 月 19 日 ， 双 色 球
2019057期开奖， 开出红球04、
05、06、08、13、18，蓝球16。当期
长沙市芙蓉区43014073号福彩
投注站彩民何女士， 喜提金奖一
枚。近日，何女士与老公现身省福
彩中心，甜蜜领取大奖。

何女士的彩龄比双色球游戏
的历史还要长。20年前她还在外
省打工时，就开始购买彩票了，后
来双色球上市后， 便一心一意只
玩双色球，虽不是每期必买，但只
要有时间， 总会去投注站买上一
二十元。

双色球 2019057期开奖当
天，何女士自选了一组号码，包括
四个红球胆码04、05、06、08，三
个红球拖码18、19、28，还选了两
个蓝球08、16。到了投注站，请老
板照打，发现彩资还不到20元，便
在老板的建议下， 决定多选一个
红球拖码， 正好看到店内老板推
荐的红球，就选了其中的一个13
加入拖码，凑成一张24元的胆拖
复式票。当晚，何女士看到投注站
老板发在微信群里的2019057期
开奖号码， 发现自己选的号码全
部“榜上有名”，意识到自己中了
一等奖，此外，还中得二等奖1注、
三等奖4注、四等奖5注、五等奖1
注，奖金合计845万余元。

关于奖金的规划， 何女士还
未想好， 但有两样会继续保持不
变，其一是现有的生活节奏，其二
是继续买福彩双色球。 ■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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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女彩民斩获福彩双色球845万元大奖

多国政要谴责美国挑起经贸摩擦
美国单边主义损人害己，“不会成功”

湘府路高架
假日施工忙

6月9日， 长沙市湘
府路快速化改造工程跨
万家丽路高架主线桥施
工现场， 施工人员放弃
端午假日休息， 加班加
点抢抓施工进度。 预计
本月底， 湘府路快改花
侯路以西段主线桥梁可
具备通车条件，9月底全
线达到通车条件。

记者 田超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