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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
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通讯员 高兴
记者 王亮）6月14日晚，2018“中建信和
杯” 五人制足球赛早于俄罗斯世界杯三
个半小时，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开踢，省
体育局副局长熊倪为首场比赛开球。

本次比赛由长沙市体育局与中
共长沙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联合主
办，长沙市足球协会承办，长沙贺龙体
育中心协办。比赛共有47支球队、600
人参加， 除冠名单位球队中建信和队

外，其余46支球队均为市直机关代表
队。根据赛程，47支球队被分为8个小
组，设小组赛、淘汰赛和总决赛三个环
节，总计将进行131场比赛。

长沙市政协副主席、 市体育局局
长李平表示：“希望本次比赛可以助推
市直机关全民健身的开展， 提升市直
机关干部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本
次比赛也正值世界杯举行期间， 希望
赛事能成为长沙的小‘世界杯’。”

“中建信和杯”五人制足球赛开幕

打造长沙的小“世界杯”

�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王
亮） 6月16日， 2018赛季中乙联赛第
12轮将全面展开， 晚上19时30分，
湖南湘涛华莱队将在客场对阵江西
联盛国贸队。

第11轮， 湘涛华莱队主场0比0被
四川九牛队逼平， 前11轮比赛4胜5平2

负积17分， 暂列第3。 不过深圳雷曼和
镇江文旅队目前的积分同样为17分，
湘涛华莱队仅以胜负关系和净胜球的
优势领先， 前4位的位置并不牢固。

本轮的对手江西联盛国贸队是
中乙的老牌球队， 2014年还曾获得
中乙冠军， 本赛季目前排名第9。

湘涛今日客场挑战江西联盛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68 2 7 7 6 4 4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0233807.57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59 2 9 4
排列 5 18159 2 9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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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 � �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从投资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投资促进、
投资保护等6方面提出一系列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政策措施，
进一步营造更加公平透明的投资环境，体现了中国主动扩大对
外开放的坚定决心。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如稳步
扩大金融业开放，完善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持续推进服务业
开放，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开放等；

———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如进一步
下放外资审批权限，提高外商投资企业资金运用便利度，提升
外国人才来华工作和出入境便利度等；

———加强投资促进，提升引资质量和水平。如引导外资更
多投向中西部地区和现代农业、生态建设、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鼓励外资并购投资等；

———提升投资保护水平，打造高标准投资环境。如加大知
识产权保护力度，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各地外商
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等；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等地区。如
拓宽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外商投资企业融资渠道，加
快沿边引资重点地区建设等；

———推动国家级开发区创新提升，强化利用外资重要平台
作用。如促进开发区优化外资综合服务，加大开发区引资金融
支持力度等。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介绍， 若干措施的一大特点就是更加借
鉴国际做法，比如投资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保护
等就是借鉴了国际投资政策框架，更具系统性。措施还强调引资区
域结构优化，以及强化国家级开发区等引资平台作用，都体现了与
国际规则的接轨。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主动扩大开放再发力
国务院出台六项举措鼓励利用外资

� � �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15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应约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 总统先生刚刚成功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青岛峰会，取得丰硕成果。我倍加珍视同
总统先生的深厚友谊， 倍加珍视中俄关
系的大好局面。 在中俄各自国家发展的

关键时刻， 在世界大势和热点问题纷繁
变化的重要节点， 我们两人及时保持沟
通，中俄两国彼此互为牢固稳定依托，相
互给予坚定有力支持，维护了两国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捍卫了地区及世界和平
稳定和公平正义。 我愿继续同总统先生
一道， 引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持续、稳定、高水平发展。
习近平祝贺俄罗斯世界杯胜利开

幕， 预祝本届世界杯在俄方精心组织下
取得圆满成功。

普京再次祝贺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
会在习近平主席主持下取得圆满成功，
感谢中方给予的热情接待。普京表示，不

久前，我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
同习近平主席就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达成重要共识。
我非常珍视同习近平主席的个人友谊，
愿继续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联系。我
真诚祝愿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发
展取得更伟大的成就。

习近平应约同普京通电话

� � � �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在人民日
报创刊70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

信，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报社
全体新闻工作者和离退休同志致以诚挚
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人民日报是
党中央机关报。70年来， 在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 人民日报坚持政治家办报和党
性原则，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深入宣传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热情报道人
民的伟大实践，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
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创造
了光荣历史。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新征程已经开启。 人民日报要
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忠实履行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 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深化改革创新，加
强队伍建设，改进宣传报道，讲好中国故
事，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不断提升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5日上午， 人民日报社举行庆祝创
刊70周年大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大会并讲话。他
说，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牢牢把握正确舆
论导向，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壮
大主流舆论，传播主流价值，做宣传新时
代、记录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排头兵。

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人民日
报社负责人和老职工、 青年记者编辑代
表先后发言。

1948年6月15日， 人民日报在河北
省平山县里庄创刊。1949年8月1日，中
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
报。经过70年发展，人民日报社现拥有
报纸、杂志、网站、客户端等10多种载
体，400多个发布终端，覆盖用户总数达
7.86亿。

习近平致信祝贺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强调

忠实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
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通讯员 漆
放军 苏林） 益阳市桃江县第二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男子篮球赛近日开赛。
26支球队、300多名运动员将参与共
计67场比赛。

“天天练、周周动、月月赛”已成为
桃江县的城市新名片。目前，桃江已举

办了登山、 美丽乡村越野跑、30公里环
保毅行、100米关爱跑、气排球、环湖自
行车、趣味体育、钓鱼、篮球赛等多项全
民健身比赛。“全民健身越来越流行，全
县将进一步举办丰富精彩的群众体育
赛事。”桃江县县长黄劲介绍，目前全县
正积极申报“全国体育休闲小镇”。

67场精彩的篮球比赛“轮番上演”

桃江打造全民健身新名片

� � � �欧洲联盟成员国14日一致同意对总额28亿欧元（约合32.4亿美
元）美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以回应美方本月初对欧盟国家钢铝产
品征收高关税。

欧盟委员会一名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记者，成员国当天“一致
支持”委员会针对美国钢铝税收政策采取“再平衡”举措。“欧盟将对
总额达到28亿欧元的美国商品行使权利，同时通报世界贸易组织。”

这名消息人士说，这一关税政策将在“今后数天内”生效。路透
社报道，这一决定将在欧盟委员会定于本月20日举行的会议上获得
批准，预计6月底或7月初执行。

欧盟所列报复清单涵盖广泛，包括蔓越莓、橙汁、花生酱、牛仔
裤、化妆品、摩托车和钢铁制品。

关税清单没有涉及具体品牌。不过，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
德·容克先前警告，欧盟准备对包括美国产波旁威士忌酒、哈雷—戴
维森牌摩托车、利维斯牌牛仔裤在内的商品征收关税。按照路透社
的说法，一些产品之所以“上榜”，是因为欧盟希望借此“锁定”美国国
会部分重量级议员的家乡，以征税方式影响共和党在当地的民意支
持率。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欧盟拟对美国28亿欧元产品加征关税

责任编辑 肖丽娟 李特南 周倜 2018年6月16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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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值此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之际， 我
代表党中央， 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报社全体新闻工作者和离退休同志致
以诚挚的问候！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 70年
来，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人民日报坚
持政治家办报和党性原则， 与党和人民
同心同德， 深入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 热情报道人民的伟大实践， 在
革命、 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创造了光荣历史。

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

征程已经开启。 人民日报要深入学习贯
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 忠实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职责使命，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弘扬
优良传统， 深化改革创新， 加强队伍建
设， 改进宣传报道， 讲好中国故事， 构
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不断提升传播力、
引导力、 影响力、 公信力， 为实现 “两
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18年6月15日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 � � �彭湃，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先导者、 著名的海陆
丰苏维埃政权创始人。

1896年10月，彭湃出生在广东省海
丰县。 早年赴日本求学，1918年入日本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 曾参加中
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

1922年夏，他只身深入农村，了解
农民疾苦， 组织农民起来， 开展农民运
动。他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成为
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 他也被誉为
“农民运动大王”。

1924年4月， 彭湃赴广州领导农民
运动，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届、
第五届农讲所主任和农讲所骨干教员。

1925年3月上旬， 彭湃组织成立中共
海丰支部，并担任书记。4月上旬，中共海丰
支部改称为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后中共
海陆丰特别支部改组为海陆丰地委。

大革命失败后，彭湃赴南昌，参加以
周恩来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 参与
领导南昌起义。 党的八七会议选举了临

时 中央政 治
局，他当选政
治局委员，后
兼 任 中共 中
央南 方 局 委
员。10月底返
抵海陆丰，策
动武装起义。

1928 年
11月，彭湃当
选 中央政 治
局委员，奉命
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
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

1929年8月，彭湃因叛徒出卖被捕，
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监狱。在狱中，他坚贞
不屈，英勇斗争。1929年8月30日，彭湃
与战友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人高唱《国
际歌》，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红
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等口号壮
烈牺牲，年仅33岁。

（据新华社广州6月15日电）

彭湃：“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像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发展改
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5日说， 今后将于
每月第一个工作日，通过“信用中国”网
站公布限制乘坐火车飞机严重违法失信
者名单，并公示7个工作日。

孟玮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名单公示期内，被公示人可向有关部
门提出异议；公示期满，被公示人未提出
异议或提出异议经审查未予支持的，将

按照公示名单实施惩戒措施。
近日，“信用中国” 网站公示首批限

制乘坐火车飞机严重违法失信者名单。
包括税务、证券期货、民航、铁路等领域
的169名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人将在一定
期限内被禁止乘坐火车和飞机。

失信联合惩戒的效果正不断显现。
据介绍，截至5月底，全国法院累计公布
失信被执行人1089万人次。

每月首个工作日公示名单
严重违法失信者限乘火车飞机

贺信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记者 韩
洁）2018年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
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
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
中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

起实施加征关税措施， 同时对约160亿
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开始征求公众意见。
美方这一措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相
关规则，有悖于中美双方经贸磋商已达
成的共识， 严重侵犯我方合法权益，损

害我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等法
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经国务院批
准，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

定， 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
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 其中对农产
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约340亿美元商
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
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告。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
对原产于美国的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