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印发《意见》

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改革

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要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升国有企业效率为中心，建
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
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国有企业工资
分配监管体制，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促进收入分配
更合理、更有序。

《意见》明确了改革的重点内容，一是改革工资总额决
定机制。 改革工资总额确定办法， 完善工资与效益联动机
制，分类确定工资效益联动指标。二是改革工资总额管理方
式。全面实行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合理确定工资总额预算周
期，强化工资总额预算执行。三是完善企业内部工资分配管
理。完善企业内部工资总额管理制度，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
度改革，规范企业工资列支渠道。四是健全工资分配监管体
制机制。 加强和改进政府对国有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指导
和调控， 落实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的国有企业工资分配监
管职责，完善国有企业工资分配内部监督机制，建立国有企
业工资分配信息公开制度， 健全国有企业工资内外收入监
督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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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928年9月27日， 一位
年轻人在南京雨花台高唱
雄浑悲壮的 《国际歌》， 眼
神坚定有力。 一声无情的
枪响， 他倒在血泊中， 从
容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他就是雨花英烈史砚芬。

史砚芬1903年3月出生
于江苏宜兴。中学期间他就
投身到五四爱国运动的洪
流中。1927年春， 北伐军进
抵宜兴，史砚芬开始接触马
列主义思想，逐步树立起共
产主义信念。不久他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与组织农民协会，与土豪劣绅进行斗
争。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 史砚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任共青团宜兴县委书记。

1927年11月，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震撼大江南北
的宜兴农民暴动打响江南农民暴动第一枪， 史砚芬担任了
这次暴动的副总指挥。宜兴农民暴动失败后，史砚芬被任命
为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他深入南京及周边各地，宣传八七
会议精神，发动民众组织。同年12月，在中共南京市委第一
次代表大会上，史砚芬当选为中共南京市委委员，负责共青
团工作。从此，他活跃在南京各大校园内外，领导大学团组
织开展革命斗争。

1928年5月5日，史砚芬在南京会议时，由于叛徒出卖，
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
屈。同年9月27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5岁。

在宜兴官林镇义庄村史氏祠堂的三进古建筑最后面的
一棵雪松下， 有一块纪念碑， 碑面上刻有史砚芬的生平事
迹。每年，都有很多人慕名前来瞻仰。年逾80岁的义庄村民
史培川老人与史砚芬的妹妹熟识， 小时候常听史砚芬的故
事。多年来，史培川一直保存着史砚芬的妹妹用来祭奠哥哥
的9盏酒盅， 后将其捐给了宜兴当地的博物馆。 史培川说，
“应该让烈士精神永远被后人继承和弘扬下去。”

（据新华社南京5月25日电）

史砚芬：坚贞不屈 虽死犹存

史砚芬像

肖丽娟

5月24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
消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原定于6月
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会晤。 备受瞩目的
“特金会”前途未卜，全球震惊不已。朝鲜
半岛局势何去何从， 再次到了关键的十
字路口。

朝鲜半岛无核化，事关地区乃至世
界和平与稳定，事关有关各方的安全利
益。今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戏
剧性的转折， 呈现出难得的缓和局面。
从朝韩冬奥外交到朝韩领导人会晤再
到即将举行的“特金会”，国际社会对朝
鲜半岛前景和无核化进程充满着期待。

应该说， 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朝

鲜已经释放了善意与诚意，美朝领导人
会晤已有了一个好的基础。就在特朗普
宣布取消“特金会”的前几个小时，在多
国记者的见证下，朝鲜拆除、炸毁了丰
溪里核试验场。丰溪里核试验场是外界
知道的朝鲜唯一核试验场， 朝鲜6次核
试验都在这里举行。朝鲜此举，实际是
向无核化的目标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进
一步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决心。

遗憾的是，特朗普并没有采取相向
而行的态度，而是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
开起了“倒车”。朝鲜刚炸毁核试验场几
个小时，特朗普就宣布取消“特金会 ”，
这无疑是对半岛局势的重击，难得的缓
和局面再次充满不确定性，朝鲜或将出
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不得不回到过去对

抗的老路上去。
作为冷战的“活化石”，朝核问题复

杂难解，关键在于朝美长期的冷战对抗，
此次朝鲜半岛局势出现反复， 很大原因
在于朝美双方缺乏互信。在弃核问题上，
美方担心朝方提出的“分阶段、同步走”
的无核化进程会重蹈覆辙， 反而为朝鲜
核武器研发赢得了时间和资金。 而朝方
认为美国提出的一揽子无核化方式将无
法保障其国家安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朝鲜半岛
上至今还存在着冷战凝结的坚冰。但是，
只要双方增进互信，迈开前进的第一步，
再厚的冰，也终有融化的一天。当前，朝
鲜已经迈出了向前第一步， 特朗普愿意
踏出第一步吗？国际社会期待着！

� � � � 当地时间24日上午11时， 随着现
场指挥的一声令下，位于朝鲜东北部山
区的丰溪里核试验场传来一连串沉闷
的爆炸声。被炸塌的山体瞬间掩埋了万
塔山主峰南坡的2号坑道入口， 扬起漫
天尘土。朝鲜对丰溪里核试验场的爆破
拆除行动由此拉开序幕。

在爆破开始前，朝鲜核武器研究所
副所长在2号坑道入口附近一幅高3米、
宽4米的示意图前， 向应邀前来的国际
记者团介绍丰溪里核试验场的基本情
况和当天的爆破安排。这是朝方第一次
邀请外国人士来到这一区域，也是朝方
第一次公布这个核试验场的详细信息。

从2006年到2017年，朝鲜先后在这
里进行6次核试验， 使得丰溪里核试验
场成为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重要象征。朝
方公开邀请外国媒体到现场采访报道，
揭开了丰溪里核试验场的神秘面纱。

当天早上6时20分，来自中国、俄罗
斯、美国、英国和韩国10家媒体的30名
记者乘坐绿皮专列，在经过约12个小时
的夜间行车后，到达只有一块站牌和一
座吊车的载德火车站， 随后转乘汽车，
最终抵达丰溪里核试验场。随行人员包
括朝鲜外务省官员和安全人员，还有两
名医生和两名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外
务省官员说，朝方高度重视这次国际记
者团对废弃核试验场的采访活动。

在完成所有爆破后，朝鲜核武器研
究所副所长发表声明称，爆破和拆除行
动取得了成功，确认完全没有放射性物
质泄漏，也没有对周边生态环境带来任
何负面影响。 以透明方式废弃核试验
场，是朝鲜政府为了半岛和世界和平安
全而主动采取的努力。朝鲜中止核试验
是为了推动世界核裁军进程，朝鲜将继
续为了实现全球无核化与世界爱好和
平的人民携手共进。

5月24日， 丰溪里作为核试验场的
历史就此终结，但以核问题为焦点纠缠
了几十年的朝美关系，距离揭开新的一
页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新华社朝鲜丰溪里5月25日电）

告别丰溪里
———朝鲜废弃北部核试验场纪实

天下微评 用互信融化对抗的坚冰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3胜3平2负， 积12分的湘涛华莱来
到了南区第5， 和第四名仅差1分。 上轮
战胜镇江文旅， 湘涛华莱的士气又回来
了。

南区垫底的上海申梵则笼罩在“愁
云” 中， 尤其上轮遭到南区第一四川安
纳普尔那6比1“痛击”， 目前1胜7负仅
拿到3分。

实力占优， 但有着上个主场被福建
天信3比2逆转的前车之鉴， 湘涛华莱丝
毫不敢再有大意。

5月25日的益阳闷热难耐， 下午在
球场做赛前训练的湘涛华莱队气氛不
错。 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球队训练加大
了对抗。 “上海申梵队的防线存在漏

洞， 所以我考虑变换一下阵型和打法。
防守反击， 这一次必须要做好。” 湘涛
华莱队主帅裴恩才说。

据悉，脚感“火热”、本赛季已攻入5
球的庄佳杰将再次首发， 此前较低迷的
谭斯、 刘帅状态回升， 有望回到主力阵
容。 裴恩才告诉记者，“之前状态不好的
这周都恢复很多， 我也打算据此做出新
安排，争取能有新效果、新气象。”

战胜镇江文旅队后， 裴恩才认为
“心态稳定” 是获胜关键。

迎战上海申梵队， 裴恩才及教练团
队继续在“心态调整” 上想办法， “孩
子们心态容易波动， 感觉是时候让他们
换种方式调整了。 总是我们念叨， 并不
见得奏效。” 5月23日， 球队安排队员来
到益阳竹海风景区进行团建活动， 适当

放松紧绷心情。
踩纸、 跳绳、 集体起立……教练团

队为球员换了一批“训练任务”， 所有
项目以10人为一组， 协同完成。

轻松玩乐给队员“上了一课”。 球
队“新人” 庄佳杰本赛季加入球队来第
一次参与这样的“训练”， 他说， “特
殊的减压方式， 让我们在游戏中感受到
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活动非常有意义。”

“团建活动算是对大家上轮胜利的
奖励吗？” 当被问到这个问题， 裴恩才
笑着说： “现在就谈奖励太早了。 巩固
胜利、 延续士气是眼下最大任务， 而团
队协作精神的发扬才是能否完成任务的
先决条件。” 在他看来， “换种方式”
备战的湘涛华莱， 应该会有“更新鲜”
的状态。

� � � �5月26日中乙联赛第九轮， 回到主场的湖南湘涛华莱队将迎战上海申梵队。 上轮客场
战胜镇江文旅， 士气回升的湘涛华莱欲乘胜追击———

目标连胜，湘涛出“新招”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前
总统奥朗德。

习近平赞赏奥朗德担任法国总统期
间为促进中法双边关系、 增进中法在国
际事务中合作所作贡献。习近平指出，在
你任期内，我们成功实现了互访，共同开
创了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 为中法关系的长期发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今年1月，马克龙总统首次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 中法就拓展双边和多边
领域合作达成广泛共识。 我对中法关系
的前景充满信心。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
刻复杂变化，同时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加深，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中方愿同法

方加强战略协调，坚持多边主义进程，携手
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维护和平稳定、开
放包容的国际秩序作出积极贡献。 中方也
愿致力于加强同欧盟的合作。

奥朗德表示， 很高兴能在担任法国
总统期间，为加强法中关系作出努力，为
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了新动力。

我珍惜同习近平主席的友谊， 高度评价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方在国际事务
中的积极作用、 特别是为达成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所作的重要贡献。在当前形
势下， 我很高兴法中战略合作态势能够
得到延续和巩固， 这有利于维护多边主
义、 有利于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国际和
地区问题。

习近平会见法国前总统奥朗德

� � � �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5月25日同阿曼苏丹国苏丹卡布
斯互致贺电， 共同宣布建立中阿战略伙
伴关系，并热烈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阿建交40年

来，两国政府和人民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结下了深厚友谊，双方在共建“一带一路”
框架内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给两国和两
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高度重
视中阿关系发展，愿同你以两国建交40周

年为契机， 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定位提升
至战略伙伴关系。我相信，这将为两国关系
发展提供有力政治保证， 引领两国在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中取得更多成果，维护双
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共同利益， 推动

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卡布斯在贺电中表示，阿方重视发展

对华关系，珍视建交40年来两国友好合作
取得的积极成果，愿不断加强阿中战略伙
伴关系，进一步促进两国的共同利益。

习近平同阿曼苏丹互致贺电
宣布建立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暨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

� � � �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第十三次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25
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对会议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 上海合作组织最高法

院院长会议作为本组织重要的司法合作
机制， 为加强成员国法治建设理念和制
度交流、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发挥了重
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正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
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营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 希望各方深化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
司法合作，更有效地打击犯罪、化解纠纷，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本组织地
区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第十三次上合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致贺信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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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6685030.7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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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图为5月24
日在朝鲜咸镜北
道吉州郡的丰溪
里核试验场拍摄
的爆破现场。

本版图片均
为新华社发

特列普·斯雷斯塔画展
在尼泊尔举行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中新社记者 张晨翼)5月24日，由
“喜玛拉雅之光” 艺术奖学金赞助的尼泊尔艺术家特列普·
斯雷斯塔画展在加德满都悉达多画廊举行。

“喜玛拉雅之光” 艺术奖学金由中国浙江师范大学教
授、著名画家赵溅球创立。该奖学金由尼泊尔悉达多艺术基
金会实施，每年在尼泊尔评选1名优秀青年艺术家，助其举
办个人画展。

赵溅球说， 该奖学金的设立旨在激励尼泊尔青年艺术
家的学习和艺术创作，加强中尼两国文化艺术的友好交流。

尼泊尔青年艺术家特列普·斯雷斯塔是第一届“喜玛拉
雅之光”艺术奖学金的得主。本次画展共展出他的17幅油画
作品，大多以表现尼泊尔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为主题。
画作构图新颖别致，内容丰富多彩。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文化处主任次旦白姆在致辞中
说，这些作品展现了画家的心路历程，从中我们也能体会到
他深厚的美术功底。“我希望大家能记住今天的画展， 因为
中尼两国艺术的进一步交流也是两国民众的共同期待。”

据悉，赵溅球曾先后3次到尼泊尔写生，并于2015年在
加德满都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一脉情深：赵溅球尼泊尔
写生中国画展”。

2比3不敌泰国

中国女队首次
无缘尤伯杯决赛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王亮）
25日在泰国举行的2018年世界羽联汤姆
斯杯暨尤伯杯羽毛球赛半决赛中， 中国
女队以2比3不敌泰国队。 这是自1984年
国羽女队参加尤伯杯以来， 首次无缘决
赛， 也是历史最差成绩。 比赛中， 一单
陈雨菲1比2落败， 二单高昉洁1比2落
败， 三单李雪芮0比2落败， 丢掉的3分
全在单打。

泰国队则是史上首次进入决赛， 她
们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

汤姆斯杯半决赛中， 谌龙首战为球
队先拔头筹， 石宇奇和李俊慧/刘雨辰
之后又各拿到一场胜利， 中国男队以3
比1淘汰印尼队闯入决赛。 中国男队将
与日本队和丹麦队之间的胜者争夺汤姆
斯杯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