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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体育的阳光穿透战争阴霾”
习近平宣布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 开幕式前集体会见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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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8日讯今天下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
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
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中国共产党
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
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
进一步推进文化创意基地、 岳麓山
大学科技城建设等工作。 省委书记
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湖南是多民族省
份，要把学习贯彻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表彰大会精神与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结合起来， 加强党对民族工
作的领导，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
策，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 开创全省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新局面。
会议指出， 要坚持以党章为

根本遵循， 切实抓好职责范围内
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工作， 进一
步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 增强
配套党内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提高制度整体效能。要将政治
标准作为备案审查的首要标准，
严格落实合法合规性、合理性、规
范性审查， 切实维护党内法规和
党的政策的统一性、权威性。

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文化创
意基地和岳麓山大学科技城建设
取得的明显成效。会议强调，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既是湖南的优势所
在，也是重点所在。要以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加快文化创新体系建
设的意见》为推动，大力实施“文化
+”和“互联网+”战略，统筹推动文
化与旅游、科技等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 做强做优做大骨干文化企业，

深化改革重组，进一步巩固“广电
湘军”“出版湘军”“报业湘军”“演
艺湘军”品牌优势。整合资源、集中
精力抓好马栏山视频文创园等重
点园区和基地建设，吸引更多国内
外知名文化企业进驻发展。

会议强调， 要把岳麓山大学
科技城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引擎来打造， 抓住我省作为首
批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省份等
机遇， 充分发挥岳麓山大科城产
教融合、产城融合的基础和优势，
加快打破体制机制等无形的“围
墙”，大力推动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 努力在产教融合制度和模
式创新上形成引领和示范效应。
加强顶层设计，整合资金资源，制
定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更
好调动高校、企业、园区、政府、景
区等各方面积极性， 凝聚更广泛
合力。 ■记者 贺佳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有关精神

把岳麓山大学科技城作为重要引擎打造

本报10月18日讯 按照全国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统一
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
二次推进会要求， 中央扫黑除恶
第16督导组10月17日进驻湖南，
对我省进行为期10天的“回头
看”。今天上午，督导组在长沙召开
“回头看”工作汇报会。督导组副组
长马瑞民讲话， 省委书记杜家毫
汇报了全省扫黑除恶督导整改情
况和专项斗争工作， 并作表态发
言。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出席。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成
员，省领导乌兰、傅奎、王少峰、张
剑飞、李殿勋、许显辉，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田立文， 省人民检察
院党组书记、 代理检察长叶晓颖
出席。

马瑞民充分肯定湖南省在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落实督导
反馈问题整改方面取得的成效。
他强调，对第二、三轮督导反馈问
题整改完成的省区市进行“回头
看”，是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 确保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取得实效的
重要环节。 做好这次督导“回头
看”工作，是督导组和湖南省委、
省政府的共同目标和共同政治责
任。要压实党委主体责任、政法机
关直接责任、 纪检监察机关监督
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对重点
地区、重要领域、重大案件组织专
项突破。 要紧紧围绕今年深挖整

治目标， 以提高攻坚能力为切入
点，确保打深打透，除恶务尽。

杜家毫指出，中央扫黑除恶第
16督导组进驻湖南开展督导“回
头看”， 是对我省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的政治体检，是对湖南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又一次集中检验
和重要指导。 我们将以此次督导
“回头看”为重要契机，坚决扛牢抓
实扫黑除恶重大政治责任；紧盯目
标任务抓落实， 努力在破案攻坚、
打伞破网、打财断血、行业治理上
实现新突破，推动扫黑除恶深挖根
治、长效常治；全面加强组织领导，
紧紧依靠群众、 充分发动群众，加
强與论引导，凝聚形成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强大合力。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沙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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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在武汉拉开帷幕
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上，中国军队派出史上最大
规模的体育代表团精彩亮
相，并将与各国军体健儿同
台竞技，力拼金牌榜第一。

武汉军运会执委会主
任、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副部长杨剑说， 中国军队
高度重视本届军运会，组
建了553人的史上最大规
模体育代表团。406名参赛
运动员士气高昂、 精神振

奋，赛前进行了针对性强化训
练，全面做好备赛冲刺，确保
以最佳精神状态、最强竞技实
力投入比赛。

在历届军运会上，解放军
体育代表团均保持骄人战绩，
始终名列奖牌榜前三位。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于10月18日至27日在武汉举
行， 共有109个国家9300余名
军人报名参加， 设置27个大
项、329个小项，竞赛项目为历
届最多。

世界军人运动会为纪
念和平而诞生，因传播友谊
而发展。1995年，为纪念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首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意
大利举行，解放军体育代表
团以13枚金牌、21枚银牌和
15枚铜牌名列奖牌榜第三。

军运会被称为“军人奥运
会”， 参赛运动员均为各国现
役军人。比赛中，除部分综合
性奥运会项目，其区别于其他
大型赛事的最大特点就是军
事特色浓郁的竞赛项目，如军
事五项、海军五项、空军五项、
定向越野和跳伞等。

553人！中国军队组建史上最大体育代表团

世界军人运动会为纪念和平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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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日，中国
代表团在开
幕 式 上 入
场。当日，第
七届世界军
人运动会开
幕式在武汉
体育中心举
行。
新华社 图

10月18日晚， 五星红旗与
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旗在武
汉迎风飘扬， 熊熊燃烧的火炬
照亮江城夜空。 武汉体育中心
欢声雷动，气氛激昂，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宣布：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开幕！体育又一次架起友
谊与和平的桥梁，世界军人运动
会在中国开启全新篇章。

18日下午， 习近平在武汉
集体会见出席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开幕式的各国防务部门
和军队领导人及国际军事体育
理事会主要官员， 代表中国政
府、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向出席
活动的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
导人、 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官
员、各国运动员表示热烈欢迎。

中国军队一贯重视军事体育

习近平说，今天，我们在武
汉举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100多个国家近万名军人齐
聚江城， 共同书写交流互鉴的
新篇章。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
类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人文交
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人与体
育有着天然联系，射击、马拉松
等许多体育项目都起源于军
事。 军事体育能够强健官兵体
魄、凝聚军心士气、展示军人形
象、促进军队交往，受到世界各
国普遍重视。

习近平指出， 中国军队一
贯重视军事体育， 广泛开展军
事体育活动， 积极参与国际军
事体育比赛， 特别是1978年加
入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以来，
同各成员国一道参加体育赛
事、承办军事体育活动、开展合

作交流，成为国际军事体育事业
的主动参与者、 积极建设者、重
要贡献者。

用心灵的交融凝聚和平力量

习近平表示，世界军人运动
会为纪念和平而诞生，因传播友
谊而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军队展
示形象、增进友谊、扩大影响的
重要平台。2015年5月成功申办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以来，中
国政府和军队坚持“绿色、共享、
开放、廉洁”理念，按照世界眼
光、奥运思维、中国特色，高标准
高质量地完成了赛会筹备的各
项工作。本届赛会提出“创军人
荣耀、筑世界和平”的主题口号，
就是希望各国选手充分展示拼
搏奋斗的体育精神，用体育的阳
光穿透战争阴霾，用友谊的桥梁
促进文明沟通，用心灵的交融凝
聚和平力量。我们将努力把本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打造成各国军
人公平竞技的和平聚会、各国军
事文化交流互鉴的国际盛会。

习近平说，中国军队愿以本
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为契机，不断
推动国际军事合作创新发展，加
强同各国军队交流沟通，深入开
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有效履行国
际责任义务，携手应对共同安全
威胁和挑战， 为维护世界和平、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表示，我希望大家利
用这次机会，更多接触了解新时
代的中国和中国军队，亲身感受
一下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预祝
本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圆满成功，
预祝各国代表队赛出风格、赛出
水平、赛出友谊。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