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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支持民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计划

春运临近，
私家车变脸
“出租车”！

16版 国足2:1逆转吉尔吉斯斯坦，
赢得开门红！

雪原驯马
1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牧民在雪原上驯马。时下正值内蒙古冬季旅游旺季，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乌兰布统

草原银装素裹。当地牧民赶着马匹，来到雪原上驯马，为八方游客呈现了雪原奔马的壮观景象。 摄影/新华社记者 彭 源

新报讯（首席记者

刘晓君） 1月7日上午，
全区公安机关2018年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
二次新闻发布会通报：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区
公安机关出重拳、下重

手，发起了一波又一波
针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的凌厉攻势，共打掉黑
社会性质犯罪组织21
个，铲除涉恶团伙829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5347名，破获各类刑事

案件3245起，查封扣押
冻结涉案财产31.9亿元，
一大批涉黑涉恶犯罪分
子受到法律严惩，对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形成了
全面震慑态势。

去年，各级公安机

关共收集涉黑涉恶线索
近万条，其中42%来自群
众举报。依靠核查群众
举报线索，全区公安机
关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
伙389个、破获其他刑事
案件591起。迫于强大的

宣传声势，全区先后有
211名涉黑涉恶犯罪嫌
疑人主动投案自首。自
治区公安厅认真梳理我
区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
表现形式和特点，针对
我区易滋生涉黑涉恶问

题的行业领域，细化和
明确了我区专项斗争

“十五类打击重点”，确
保了打击全覆盖、无死
角，向涉黑涉恶犯罪发
起了全面围剿。

（下转2版）

攻势凌厉：我区扫黑除恶形成全面震慑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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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7球
狂扫
英冠弱旅

新华社消息 1月
7日凌晨，曼城在英格
兰足总杯第三轮的比
赛中，主场7∶0狂胜英
冠球队罗瑟汉姆晋级
32强，但莱斯特城和富
勒姆两支英超球队被
第四级联赛的球队淘
汰。

3天前在英超中击
败利物浦的曼城没有
给对手任何机会，全
场控球率高达70%，射
门次数多达23次。斯特
林率先破门，18岁的福
登凭点球攻入了自己
在主场的首粒进球，
客队的阿贾伊乌龙球
帮助曼城以3∶0领先
上半场。

下半场，杰苏斯、
马赫雷斯、奥塔门迪
和萨内先后进球，曼
城完成了这场对于罗
瑟汉姆来说非常尴尬
的对决。

曼城主帅瓜迪奥
拉赛后说：“我们对这
场比赛非常重视，要
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俱
乐部，我们必须这样
做。伟大的俱乐部不
会对比赛挑挑拣拣，
你必须在每场比赛中
都要竭尽全力，我们
今天就是这样做的。”

莱斯特城客场对
阵英乙球队纽波特，
尽管场上占据绝对优
势，但得势不得分。对
手第10分钟攻入一球，
莱斯特城第82分钟才
由格扎尔扳平，但3分
钟后，莱斯特城球员
埃尔布莱顿禁区内手
球，纽波特获得一个
点球机会，阿蒙德主
罚命中绝杀对手。

带领莱斯特城赢
得2016年英超冠军的
拉涅利当天同样遭遇
意外，他带领富勒姆
在主场以1∶2不敌英
乙球队奥多姆。本赛
季在英超中挣扎的富
勒姆在第52分钟取得
领先，但对手在第76分
钟凭点球将比分扳
平，并在第88分钟攻入
制胜一球。拉涅利赛
后说：“我非常失望，
即使打出训练的水
平，我们也能赢得比
赛胜利，我不知道这
些球员出了什么问
题。”

新华社消息 1月7日
凌晨，西甲联赛第18轮，主
场0∶2输给皇家社会使本
赛季表现不佳的皇家马德
里进一步深陷危机之中。
中场大将莫德里奇赛后呼
吁全队上下进行自我批评
并思考症结所在，不能继
续每场都搞砸了。

与上一轮对比利亚雷
亚尔时相似，皇马在本场
比赛中再度因早早失球而
陷入被动。莫德里奇认为
眼下的情形“不正常”，他
说：“我们的问题在于缺乏
进球和注意力不集中。我
们不能再这样每场比赛都
搞砸一次了。对手总是能

取得进球，而我们却难以
攻破对方大门……这样的
情况不是一次两次，而是
多次发生。大家必须坐下
来谈谈，看看这一切到底
是什么原因。”

莫德里奇还指出，战
绩不佳不是主教练索拉里
的错。他说：“索拉里拥有
我们的信任，我们不能拿
他当借口或者指责他什
么。”他表示，眼下很多球
员都不在自己的最佳状
态：“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进
行自我批评。我们不能总
是说自己打了一场不错的
比赛，只是输在了运气不
好。大家都需要负起更多

的责任来。”
当日，巴塞罗那客场

2∶1力克赫塔菲，梅西和
苏亚雷斯先后进球，巴萨5
连胜后以5分优势领跑，提
前一轮锁定半程第一。目
前皇马已在西甲积分榜上
被宿敌巴萨甩开了10分之

多，争冠希望渺茫。莫德里
奇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
不是谈论与巴萨的冠军之
争。他说：“我们更应该关
注自身，在体能、场上表现
等各方面取得提高，而不
是去考虑巴塞罗那。”

（谢宇智）

新华社消息 1月 6
日，携半个主场之利，世界
排名比对手低68位的约旦
以1∶0给了卫冕冠军澳大
利亚当头一棒。这也是本
届亚洲杯爆出的第一个大
冷门。

当日在阿联酋艾因的
哈扎·本·扎耶德球场，全场

基本都是约旦球迷。作为卫
冕冠军，世界排名第41位的
澳大利亚无疑更被看好。但
排在第109位的约旦并不惧
怕对手。约旦中后卫巴尼亚
辛在第26分钟的一次角球
进攻中，以一记有力的头球
为本队打开胜利之门。这也
是全场唯一一个进球。澳大

利亚队主教练阿诺德赛后
表示，对比赛结果感到失
望，但如果非输不可，最好
输第一场，球队会尽快找回
状态朝前看。

在卫冕冠军爆冷不敌
约旦后，本届亚洲杯迎来
单场进球最多的一场对
决，但它并非由传统强队

制造，而是近些年进步明
显的印度，他们以4∶1大
胜东南亚强队泰国，取得
55年来在亚洲杯决赛阶段
的首胜。泰国队主帅拉耶
瓦茨7日就被泰国足协炒
了鱿鱼，成为本届亚洲杯
上第一位下课的主教练。

（树 文 苏小坡）

接触CBA球队
周琦还想
追求总冠军
《北京青年报》消

息 1月6日，此前被火
箭裁掉的中国球员周
琦接受了媒体采访，他
表示在回国这段时间
一方面在等待美国经
纪人的消息，另一方面
是与CBA球队进行接
触。周琦也对于外界猜
测在返回CBA后会去
哪个球队的问题做了
回复，他表示将会综合
考虑各方面因素，希望
能够加盟一支争冠球
队，并且是能够将自己
的能力发挥到极致的
球队。

周琦回到国内后，
他的动向一直被外界
关注。他说：“我现在也
是在等待美方经纪人
那边的消息。现在是赛
季中段，被裁掉比较突
然，所以我只能等进一
步的消息。”

周琦这次回到国
内主要是为了看望家
人和朋友，同时他也在
与部分CBA球队进行
着接触。周琦说：“回来
后与一些CBA球队有
些沟通，我觉得首先需
要打上球，加盟球队需
要全方位考虑。对我来
说，这是非常难抉择的
事情。”

有记者问周琦，
“你选择球队有什么标
准？”他答道：“如果重
返CBA打球，虽然我
已经有总冠军戒指，但
我会继续追求总冠军，
对我来说，肯定想去争
冠球队，但也需要一些
挑战。我觉得这需要全
方位考虑，不是一味追
求某一样东西，还包括
家人，对于未来的考虑
等。”

此外，周琦也谈
到，希望加盟的球队能
使自己的能力发挥到
极致。“最重要的还是
去打球，去提高，不能
往下降。很多人都说我
的特点是守强攻弱，身
体不够强壮，我是希望
能去一个把我发挥到
极致的球队，不是利用
我某一项特点，这也是
我考虑的比较重要的
方面。”

周琦透露，接下来
他可能还会回到美国，
边训练边等待机会。

（宋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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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消息 北京时间
1月7日晚，2019亚洲杯小
组赛C组首轮赛事打响，中
国队2：1逆转战胜吉尔吉
斯斯坦队。

上半场中国队表现欠
佳，提早换人调整后仍未见
起色，吉尔吉斯斯坦队在第
42分钟抓住界外球战机，伊
斯拉伊洛夫禁区前抽射破

门；进入下半场中国队改为
四后卫体系，场面得到提
振，吉尔吉斯斯坦门将马蒂
亚什在第51分钟时失误送
礼，中国队幸运地扳平比

分；第78分钟，于大宝摆脱
门将后攻破空门，打入反
超球。11日晚，中国队将同
菲律宾队进行小组赛第二
场比赛。 （程 功）

1月7日，中国队球员于大宝在比赛中射门得分

国足2:1逆转吉尔吉斯斯坦，
赢得开门红！

爆冷输球 约旦给了卫冕冠军当头一棒

莫德里奇：皇马不能每场都搞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