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4日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将进一步推动网络
提速降费工作落实，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
展和信息消费，今年移动流量资费将再降
30%以上。

会议指出，按照国务院部署，近年来网
络提速降费成效明显。下一步，将积极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任务，围绕促进经济升
级和扩大消费， 督促电信企业加大降费力
度，7月1日起取消流量“漫游”费，确保今年
流量资费降幅30%以上，推动家庭宽带降价
30%、中小企业专线降价10%至15%，进一
步降低国际及港澳台漫游资费。

� � � �北京时间4日凌晨，C罗的两射一传帮助欧冠卫冕冠军皇家马德里客场以3比0完胜尤文图斯， 皇马一只脚已经迈入四强
大门。图为C罗（中）上演惊艳的凌空倒钩破门，此球被球迷誉为“天钩”。 新华社发

� � � � 岁月的长河里，无数英烈前仆后继，
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促进世
界和平而英勇献身， 他们以鲜血浇灌理
想，用生命捍卫信仰，构筑起一座座不朽
的精神丰碑。自4月6日起，人民日报推出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专栏，充分
报道英烈人物英勇献身光辉事迹和毕生
奋斗崇高精神， 充分报道妥善保护英烈
纪念设施感人故事， 充分报道英烈后人
良好家风和英烈家乡发展变化。

尊尚英雄是人类一种最深沉的情感，
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于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而言，英雄是其历史的重要体
现，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是弥足珍贵的
精神财富。放眼寰宇，世界各国各民族无不
捍卫和尊崇自己的英雄，各国各民族英雄
都受到尊崇和礼待。我国更是如此。无论是
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设立烈士纪念日，还
是以法律武器守护和捍卫英烈，都表达了
人们对英烈的尊崇和缅怀。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一股对
英烈“污名化”的倾向，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
渣泛起。 有的质疑邱少云不可能匍匐在烈
火中一动不动， 有的诋毁雷锋做人太虚伪
……种种光怪陆离的奇谈怪论，对社会舆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
响。这些思潮，不是还原历史，而是歪曲历史；不是发现史实，而是
颠倒黑白；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别有用心，实际上是在一块一块挖
历史长城的“砖头”，试图否定崇高、消解革命、混淆是非。

历史虚无主义，其目的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任由其泛滥，放任对英烈肆意攻
击的言行，必然会消弭人们的民族意识、国家认同，冲击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殷鉴不远，从否定列宁、斯大林，到否定苏共历
史、苏联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在当时的苏联大行其道，造谣中
伤、贬损污蔑社会公认的英烈成为“时髦”，结果造成人心不
古、思想混乱，成为亡党亡国的重要推手。历史的惨痛教训，反
复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英雄
不容亵渎、先烈不容诋毁！

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必须坚持用唯物主义历史观
认识和记述历史，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惟其如此，才
能正确认识历史，守护好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让我们弘扬传
承英烈精神和社会正气，在全社会营造纪念、缅怀、崇尚、学习
英烈的浩然正气和浓厚氛围，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载4月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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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
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了依法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改革， 国务院对取消行政许可
项目及制约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涉及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决定对18
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对5
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在取消行政审批事项方面，通过修改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16部行政法规的

19个条款，取消了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
机构资格认定等16项行政审批项目，以进
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在优化审批流程、 减少审批环节方面，
通过修改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取消了相关陆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初审，
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直接受理审批，以减
轻管理相对人负担，提高行政效率。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通过修改海关
事务担保条例，将可以申请免除担保的主体
确定为经海关认定的高级认证企业，充分发
挥企业信用的作用， 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及简化
流程、提高效率、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

在加强后续监管方面， 强化了有关部
门对行政审批项目取消后从事相关活动的
监管。一是规定了备案措施。防治船舶污染
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删除了相关事项报海事
管理机构批准的规定， 引入备案的监管措
施。二是规定了信用监管措施。修改后的物
业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机制，加强行业诚信管理。三是
修改了相关行政处罚规定。修改后的病原微

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未采取
安全保卫措施等造成严重后果的， 实验室2
年内不得申请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
验活动。

废止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水污染防治法
实施细则、地质勘查资质管理条例、种畜禽
管理条例、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5部行政法
规。 这5部行政法规有的是主要内容与现行
法律规定存在冲突；有的是主要内容与上位
法不一致， 上位法已有新的更具体的规定；
有的是调整的对象已消失；有的被现行有效
的法律替代；有的实践中已不执行。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

广电总局：

责令“今日头条”“快手”
下线暴力色情内容

� � � � 据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4日通报，针对社会舆论强烈关
注的“今日头条”“快手”两家网站播出有
违社会道德节目等问题， 总局立即会同
属地管理部门严肃约谈了两家网站主要
负责人，并责令两家网站整改。

通报称，依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管理规定》，总局责令两家网站立即采取
以下整改措施：全面清查库存节目，对网
站上的低俗、暴力、血腥、色情、有害问题
节目要立即下线； 停止新增视听节目上
传账户，全面排查现有账户；追究播出违
法违规有害视听节目的网站审核人员、
主管人员责任； 网站节目的上传总量和
上线播出总量应立即调减至与网站审核
管理力量相匹配的规模， 确保未经审核
的节目不得播出。 总局将视两家网站的
整改效果，依法采取进一步处置措施。

责任编辑 肖丽娟 周倜 蔡矜宜 2018年4月5日 星期四
时事·体育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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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4日讯（记者 蔡矜宜）
在今晚进行的亚冠小组赛中，上海上港
主场1比1战平川崎前锋队，提前锁定小
组第一；天津权健则凭借莫德斯特在第
89分钟的绝杀，客场1比0击败香港志杰
队，提前一轮从E组中突围。

本轮之前，上港队在亚冠小组赛中
已经取得3胜1平的成绩， 提前从F组中
出线。 此役，出线无望的川崎队未派出
最强阵容， 上港队则尽遣4个外援的主
力阵容，丝毫没有保留的意思。

比赛开始后， 客队并没有放弃，踢

得十分积极， 反而是上港队较为被动。
第20分钟机会来了， 上港队获得点球，
可惜胡尔克一脚抽高。 比赛进行到第68
分钟，上港巴西三叉戟终于打出精彩配
合———奥斯卡左路将皮球传至禁区内，
胡尔克做球到点球点附近，埃尔克森推
射建功。 但6分钟后客队也迎来进球，知
念庆门的头球得分将比分定格在1比1。
虽然没能在主场拿到三分，但上港队本
赛季的开局战绩十分霸气———双线作
战10场比赛取得8胜2平保持不败。

自亚冠联赛2009年改制以来，中

超只有2012年的广州恒大和2016年的
上海上港， 是首次参加亚冠就能小组
出线，如今天津权健也加入了阵营。

作为一支亚冠新军， 权健队本赛季
的表现和运气都很“在线”———凭借上一
轮主场4比2击败全北现代， 加上香港志
杰爆冷拿下柏太阳神队， 权健队出线形
势一片大好。本场比赛，莫德斯特最后时
刻打入全场唯一进球， 助权健队以3胜1
平1负提前出线， 这也是天津足球时隔7
年后重返亚冠16强。 下轮权健将主场迎
战柏太阳神队，力争小组头名。

上港头名出线 权健绝杀突围亚冠：

“天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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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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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317308
0 1813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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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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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六等奖
七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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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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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4月04日 第2018038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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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4月 04日

第 2018087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50 1040 5720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07 173 26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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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荨荨（上接1版）
当晚10时许，在另一路段，章志标又发现

一台高污染运砂车在非法作业。 雨花区城管
在接到他举报后，迅速出击将车辆暂扣，并当
场开出2000元罚单。

自荐民间河长、发起成立“绿色
潇湘”、倡导“河流守望”
———执着和坚守只为拥有一片蓝天

现年56岁的章志标人生有点传奇。 改革
开放后，脑子灵活的他，丢下锄头做起各种生
意，成为当地先富起来的人。尽管富了，但章
志标为人谦和。2002年初，他被村民高票推选
为村主任。

上世纪80年代，黄兴镇大力发展化工厂，
蓝田新村周围的浏阳河附近，13家化工厂相
继兴起。整天，浓烟滚滚，污水直排。村里村
外，大量树木枯死。浏阳河中，鱼草全无，百姓
怨声载道。

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和村民的怨气，新
上任的村主任章志标带领群众奋起抗争。几
经波折，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强力介入下，13家

化工厂最终被取缔。胜利的喜悦，令人无比激
动，那一天，村里2000多名乡亲欢聚一起，一
些人将章志标高高抛起。

化工厂被取缔后，黄兴镇没有了支柱产业，
一些人失去了收入来源，怎么办？章志标先是带
头栽种花卉苗木，并且通过刻苦自学，获得了省
人事厅评定的高级工程师职称，后又带头搞起农
家乐。在章志标的示范下，村民们纷纷搞起花卉
苗木和农家乐。如今，这两大产业已成为黄兴镇
方兴未艾的产业支柱，村民的腰包也一个个鼓了
起来。2003年6月，章志标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带领村民致富的同时， 章志标时刻关注
环保。2007年， 他和另外3个志愿者联合发起成
立“绿色潇湘”环保公益组织，聚合志愿者，共同
呵护蓝天。如今，“绿色潇湘”已成为湖南响当当
的一大环保公益品牌， 拥有800多名志愿者，分
布在三湘大地。2011年，在章志标的倡导下，“绿
色潇湘”发起“河流守望”行动。倡导“有河流的地
方，就有守望者”的新理念，呼吁志愿者行动起

来，守护身边的河流。章志标自荐为浏阳河民间
河长，志愿者们纷纷行动。

他们的理念和行动， 引起全国关注。现
在，“河流守望” 已作为湖南环保公益领域一
大品牌，输出到全国各地。

2014年1月9日发生的一件事情， 又一次
改变章志标的人生轨迹。那一天，浏阳市镇头
镇30多位村民，来到章志标家里寻求帮助。这
些村民都是镉污染事件的受害者。 尽管事件
已爆发将近半年， 有关各方也在积极采取措
施，但是环境修复令人很不满意。

听了来访者介绍，章志标没说二话，利用
自己的影响力，第二天就在长沙邀请包括省、
市职能部门和环保公益组织等人员参加的商
讨会，形成七方共治协议。

这件事， 使章志标又一次意识到环保问
题的严峻， 他决心把家里的生意等交给家人
打理，自己做一名专职环保志愿者，成为湖南
第一位专职环保志愿者。

上公益培训课、写日记、发微博
———自我督促把环保公益路

永远走下去
今年3月12日上午，浏阳市焦溪乡政府，养殖

污染防治知识培训班开课。章志标应邀给该乡近
百户养殖户讲授生态环境保护知识。讲台上的章
志标神态自若，话语流利。他从问题入手，以案例
和自己所见、所闻为依据，畅谈了养殖中生态保护
的重要性，生动而有见地。如果不事先知道他是一
个农民，听众无疑会认为他是一名生态环保专家。

讲课结束已是11时50分， 乡里的领导客
气地留他吃中饭，他婉拒道：“我的规矩，许多
人是知道的。”他说的规矩就是：不吃对方一
餐饭，不拿一包烟，不接一分钱红包。

“这是我给自己定的，我在微博上承诺过
的，我一定会做到。”章志标解释。

焦溪乡副乡长张世敦说：“章老师是乡里的
常客，讲课也不是第一次，但他从来不吃饭，讲课
也从不要讲课费，喝水都是他自己带。”

离开乡政府，记者随章志标往回赶。
记者问：“你每天都在外面吃饭吗？”

“一般在家里吃，如果远，就自己带饭，偶
尔也会在外面吃。”

“你这样天天在外地跑，家里人没有意见？”
“当然有意见，但我不断跟他们解释，现

在老婆、孩子慢慢理解支持了。”
配合有关部门，给执法对象、或普通群众上

环保培训课， 是章志标的又一项工作。2017年，
章志标自己编讲义、自己做课件，在浏阳市北部8
个乡镇、西部2个乡镇讲了一轮“两型社会话环
保，改变村民陋习”环保宣教培训课。

章志标常写日记，成为专职志愿者后，更
是天天写。每天回到家里，无论时间多晚，他
都坚持做两件事：一是写日记，二是发微博。

10多年来，他写的环保日记有3000多篇。
在章志标家里， 记者看到他拿出厚厚一叠笔
记本， 每本上都密密麻麻记满了一个环保志
愿者每天的心路历程。

“写微博，都是用手机，写上当天的所见
所闻，再配上照片。”章志标说，“不管多晚，微
博发出去，一天的任务才算完成。”

“写日记和微博最大的好处，是我督促自
己将环保公益路永远走下去， 呼唤更多人关
注环保事业。”章志标解释。

今年我国移动流量资费
将再降3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