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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7月28日，
中宣部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专题工作会
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
强调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
话精神上来，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刘奇葆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
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是指导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 为开好党的十

九大奠定了重要政治、思想和理论基础。
要深刻认识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 理论
意义、实践意义，深刻把握讲话的丰富内
涵、精神实质、基本要求，增强维护核心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切实抓好各项
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刘奇葆强调，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导， 迅速兴起迎接党的
十九大宣传热潮。 要深化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的学习宣传， 浓墨重彩展示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 精心组织主题宣传教育和文化活
动，推动形成团结奋进的舆论氛围。

� � � �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中央军委晋
升上将军衔仪式28日在北京八一大楼隆
重举行。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升上
将军衔的军官颁发命令状。

上午10时30分， 晋衔仪式在庄严的
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
上将军衔命令。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主持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 中部
战区司令员韩卫国、陆军政治委员刘雷、

空军政治委员于忠福、 火箭军政治委员
王家胜、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高津。

晋升上将军衔的5位军官军容严整、
精神抖擞来到主席台前。 习近平向他们
颁发命令状，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
贺。佩戴了上将军衔肩章的5位军官向习
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随后，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
衔的军官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以及各战区、 各军兵
种、军委机关各部门领导等出席晋衔仪式。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 给2个单位、10
名个人记功。

给在完成任务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记一等功，给
在战斗力建设中取得突出成绩的96743
部队记二等功。

给海军试飞大队大队长程海林，解
放军总医院内科临床部肾脏病科主任医

师陈香美， 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临床部骨
科主任唐佩福，63839部队研究员叶友达
记一等功。

给解放军总医院医学保障部基础医
学所所长、研究员付小兵，原军事医学科
学院研究员李松记二等功。

给原理工大学国防工程学院教授王
明洋， 原第二军医大学心理与预防医学
系某教研室教授戚中田， 原装备学院航
天指挥系教授贾鑫， 原工程兵防护工程
研究所研究员任辉启记三等功。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刘奇葆在全国宣传部长专题工作会议上强调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迅速兴起迎接党的十九大宣传热潮

� � � �办案民警介绍， 发展会员时，“善
心汇”以慈善的名义讲述一个“共富神
话”：会员只要按一定标准投资，可以
很快收回本金， 并获取高额回报。 同
时，通过不断发展下线，随着会员层级
提高，还有源源不断的获利。

“慈善事业是不求回报的，做慈善
的公司怎么可能获得高额的返利呢？ ”
办案民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善心汇”
公司自相矛盾的行骗逻辑。 张天明等
人编织的“共富神话”是一个通过拆东
墙补西墙来瞒天过海的“庞氏骗局”。

从2016年5月开始，张天明等人宣扬
“扶贫济困、均富共生”，策划、操纵并发展
人员加入“善心汇”。 截至目前，“善心汇”
注册会员500余万人，会员遍布全国。

事实真的如“善心汇”所宣传那样
吗？ 办案民警通过剖析其模式，揭穿了
其传销本质。 参与人向推荐人以每颗
300元价格购买一颗“善种子”，即可激
活一个会员账号。 会员账户激活后，可
通过投入资金和发展下线获得高额静
态、动态收益。

静态收益是指会员按照平台指
令，向陌生会员汇款，称为“布施”，“布
施” 金额从1000元至1000万元不等，
收益率从5%至50%不等。 动态收益则
指的是会员发展下线后， 可以拿到下
线“布施”金额2%至6%的提成。

如今被警方抓获的张天明告诉记
者，“善心汇” 公司通过搭建网络平台，
用传销等手段吸纳资金，系统内用来支
付回报和奖励的是源源不断补充进来
的参与人的本金。

� � � �“扶贫济困”“互助共生”，这是“善心
汇”在发展会员时的口号，宣称所有的钱
都用于扶贫和慈善。但实际上，除了“旧人
吃新人”的资金循环，“善心汇”会员的大
量资金以类似抽头的方式进入了张天明
等人的私人腰包。

据负责技术维护的骨干成员黄某回
忆，张天明诱导自己加入时，反复地说你
有理想有抱负，要投入到扶贫中，说既能
扶贫又能赚钱。 在“善心汇”互助网络上，
很多细节都有意跟扶贫慈善挂钩， 比如
把传销中的层级命名为“特困社区”“贫困
社区”等等，还有诸如“功德主”“布施”“善
心币”等各种命名。

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 几名骨干成
员都表示，加入一段时间后，发现扶贫只
是假象，实际还是通过传销来敛财，只是
利用扶贫来包装、隐蔽。

办案民警向记者列举了一些类似例
子。 比如组织慰问贫困户，花费不多，却
声势浩大，在发展新会员时大肆宣传。甚
至还以帮扶的名义， 把部分贫困户发展
成会员。

办案民警介绍，“假扶贫”背后是张天
明等人的“真敛财”，“善种子”“善心币”
“解冻费”等所有涉案费用，绝大部分由会
员直接打款至张天明的多个个人账户，一
年下来张天明获利十余亿元，其他骨干成
员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非法所得。

张天明表示，他的非法所得投入到捐
助、扶贫的钱只占极少数。 用他自己的话
说，掏这些钱也是为了给会员们呈现一个
慈善家的形象，引诱更多人加入。

“捐助别人，应该是拿合法的钱，但这
些都是非法所得，意味着有更多普通群众
损失。 ”办案民警说。

“善心汇”涉嫌特大传销案调查

揭开“假慈善”“真敛财”的面具
� � � �高呼“扶贫济困、均富
共生”， 名为精准扶贫，实
为非法传销， 涉案金额高
达数百亿元……

慈善光环之下， 十余
亿元悄然进入张天明个人
腰包，“善心汇” 究竟隐藏
着怎样的黑幕？

� � � �受害人员告诉记者，在部分“善心
汇”成员的眼中，张天明就像圣人，部
分会员甚至称他为“张天师”。

据警方调查和“善心汇”部分骨干
成员介绍，“张天师” 的形象是张天明
对自己极力包装的结果。

张天明，生于1975年，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人，初中肄业，近年常驻广东
省深圳市宝安区，是整个“善心汇”传
销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管理者。 先
后做过服装、 净水器等生意，2013年
到了深圳发展，前后开过几家公司。

据负责宣传的骨干成员刘某表
示，“张天明特别会说， 张口就能来一
大段， 跟人打交道也永远是一副笑
脸。”但是，他认为张天明不踏实，喜欢
吹嘘，比如要做一百万元的事情，就跟
别人说做五百万元。 经常宣传自己有
39项专利，其实很多都是虚假的。

在“善心汇”内部，张天明每周周
一到周五， 晚上八点半都会在会员微
信群里进行语音直播， 大讲要实现人
生价值，要互助共生。“通过不断的演
讲，强化会员们对他的印象，认定了他
是慈善家，相信‘善心汇’是慈善事业，
发展更多人进来。 ”刘某说。

人前跟会员宣传要做好事， 以慈
善家包装自己的张天明， 背后却在大
肆敛财。 综合张天明自己供述和公安
部门调查， 张天明把非法所得的十余
亿元， 用于给自己和家人购置大量资
产， 如在昆明以自己控股公司的名义
花费2.2亿元购买了一座大厦。 办案民
警介绍说，张天明的妻子在逃跑时，随
身携带了140多万元现金、29张银行
卡， 仅抽查的8张卡中的资金就有
1100多万元。

“我愿意现身说法，‘善心汇’成立
之初就是为了取得个人利益， 我个人
深深地感到悔恨和愧疚，‘善心汇’如
今变成了‘恶心汇’。”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 张天明说道，“不劳而获是走不通
的。 希望大家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
越远，能够真正意识到，这种模式的危
害。 ”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共富神话”
背后的“庞氏骗局”1

扶贫幌子背后的敛财阴谋2

“天师”外衣
藏着的贪婪之徒3

新华社发

� � � �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记者 蔡矜
宜）今晚，WBO蝇量级世界拳王卫冕战
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上演，金腰带拥有
者邹市明在与日本挑战者木村翔激战
11回合后，被对手击倒卫冕失利。

从WBO对这场卫冕战的认证来
看， 这是邹市明的自由卫冕战， 他可
以挑选排名前15位选手中的任意一位
进行卫冕。 但邹市明并没有挑“软柿
子” 对战， 而是选择了排名第8位、 去

年赢得了WBO亚太区蝇量级冠军的木
村翔。 出生于1988年的木村翔比邹市
明 年 轻 8岁 ， 但 他 跟 邹 市 明 同 年
（2013年） 进入职业拳坛， 除了首场比
赛输给对手之外， 之后的16场保持不
败。 邹市明职业生涯10战取得9胜1
负， 其中两次KO对手。

这是世界拳王金腰带卫冕战历史
上第一次在中国内地打响， 采取12回
合大战。 比赛开始后， 木村翔首回合

上来就打得非常狠， 进攻积极， 一度
将邹市明逼到了围绳边。 顶住对手开
场三板斧之后， 邹市明开始反击， 凭
借灵活的脚步与对手耐心拉锯， 双方
中盘局面陷入胶着。 战至尾声， 木村
翔年轻的优势开始体现， 尽管右眼已
被打得不断出血， 但仍顽强坚持进攻。
第11回合， 处于被动的邹市明体能明
显不支， 被对手一阵猛攻后摔倒在地，
裁判叫停比赛后宣布木村翔获胜。

激战11回合被对手击倒

邹市明失去WBO世界拳王金腰带

� � � �在28日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9轮比赛
中， 河南建业队主场以0比2不敌北京中
赫国安队，后者换帅后取得四连胜。 图为
建业队球员多奇卡尔（中） 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签署命令

授予麦贤得等同志“八一勋章”
授予陆军某部装甲步兵三连“学习践行

党的创新理论模范连”荣誉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

签署命令，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原91708部队副部队
长麦贤得、 海军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力电子技术研究
所主任马伟明、 空军指挥学院原训练部副部长李中华、
96722部队71分队班长王忠心、 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
景海鹏、 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军职常任委员程
开甲、山东省枣庄军分区政治委员韦昌进、武警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总队某支队支队长王刚、 原81032部队副军职调研
员冷鹏飞、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支队长印春荣
等同志“八一勋章”。

命令强调，荣获“八一勋章”的同志是人民解放军、武警
部队和公安现役部队的杰出代表。麦贤得同志是意志坚强、
不怕牺牲的钢铁战士，马伟明同志是心系强军、锐意创新的
科研先锋，李中华同志是挑战极限、勇争第一的试飞英雄，
王忠心同志是建功基层、爱岗敬业的优秀士官，景海鹏同志
是矢志报国、逐梦太空的英雄航天员，程开甲同志是忠诚奉
献、科技报国的“两弹一星”元勋，韦昌进同志是视死如归、
血战到底的战斗英雄，王刚同志是赴汤蹈火、冲锋陷阵的反
恐英雄，冷鹏飞同志是冲锋在前、英勇果敢的战斗英雄，印
春荣同志是独具虎胆、出生入死的缉毒英雄，他们都是推进
强国强军伟业的时代楷模。

命令要求， 解放军、 武警部队和公安现役部队广大官
兵，要向荣获“八一勋章”的同志学习，像他们那样，坚决听
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始终坚持战斗力标准，聚力练兵
备战，钻研打仗本领，提高军事技能，不断增强履行使命任
务的过硬素质。 全军部队要以评选颁授“八一勋章”为推动
和促进，强化练兵备战，团结奋进，扎实工作，为实现党在新
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
签署命令，授予陆军某部装甲步兵三连“学习践行党的创新
理论模范连”荣誉称号。

命令指出，陆军某部装甲步兵三连，是诞生于抗日烽火
中的英雄连队，战争年代4次荣立大功，被誉为“大功三连”。
和平建设时期，先后荣立一等功5次、二等功18次，1993年
被中央军委授予“基层建设模范连”荣誉称号。 2017年1月，
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该连“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命令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要努力向该连学习，像他们
那样，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始终把打仗和
准备打仗作为天职，坚持谋创新、抓创新、敢创新，锐意改
革，开拓进取，趟出抓转型谋发展的新路子。 全军部队和广
大官兵要以陆军某部装甲步兵三连为榜样，坚持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依法治军，聚焦能打仗、打胜仗推进各项工作，脚
踏实地、真抓实干，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集体会见
外方代表团团长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在人
民大会堂集体会见来华出席第七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
代表会议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南非国
家安全部长马洛博、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巴西总统府
机构安全办公室主任埃切戈延。

习近平祝贺第七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成
功举行， 肯定会议所达成的共识和为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
会晤所作的重要政治准备。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合作走过
了10年历程，跨越了世界上最遥远的地理距离，超越了不
同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凝聚了五国求稳定、谋发展、促民
生的决心和行动。加强金砖国家合作，不仅维护和拓展了我
们五国的利益，也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进行了有意义探索。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考虑到金砖国
家人民交流合作的普遍要求， 经济金融合作、 人文交流互
鉴、安全沟通协调三者都要往前推进，金砖前进道路才能越
走越宽，才能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中国主张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世界经
济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公正、包容、可持
续方向发展，并通过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
题。 金砖国家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走到一起的。 只要我
们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携手建设更紧密
的金砖伙伴关系，就一定会迎来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10年。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087 8 1 5 5 1 8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1303269.4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02 4 6 1
排列 5 17202 4 6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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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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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最高法院宣布
取消总理谢里夫任职资格

新华社伊斯兰堡7月28日电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28日
宣布， 因总理谢里夫涉嫌腐败， 决定取消其任职资格。

由巴最高法院5名法官组成的审理小组当天决定， 由
巴基斯坦国家稽查局正式对谢里夫本人、 其两个儿子及
女儿和女婿正式立案调查， 并要求在6个星期内完成相关
调查。

新华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