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务卿将再访朝鲜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2日电 美国国务院2日宣布，国

务卿蓬佩奥将于5日至7日再次访问朝鲜。
美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中

说，蓬佩奥将前往平壤与朝方会晤，继续进行磋商，并落
实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成果。

算法也有价值观
谢卓芳

6月30日，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市网信办会同北京市
工商局依法约谈抖音、搜狗等5家公司，针对抖音在搜狗
搜索引擎投放的广告中出现侮辱英烈内容问题，要求5家
公司自约谈之日起启动广告业务专项整改。

这不是第一例“对英烈不敬”的事例，早前暴走漫画
由于涉嫌侮辱英烈，一系列视频节目全面下线，相关APP
也被无限期关停整改。

然而，前车之鉴并没有敲醒“抖音们”，推崇算法至
上的准则，罔顾价值观导向，在娱乐至死的路上越走越
远，最终踩到法律底线。和以往下线、关停、整改的处罚
方式不同， 这次一把击中短视频行业的膻中穴———广
告，“抖音们”这才感觉到痛了。

近年来，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行业迅猛发展，抖音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抖音月活跃用户数超过3亿，已接近
元老级社交产品QQ的一半，用户也呈现低龄化的趋势。

平台越大，责任越大。抖音这类娱乐APP，以算法为内
核，不断推送给用户感兴趣的内容，利用大数据掏空用户的
时间。“抖音五分钟，人间三小时”，一刷几个小时是常事。更
严重的是，这类APP正在攻陷青少年群体，如果青少年点开
一个不良内容的视频， 平台就会通过算法逻辑推送越来越
多的相似内容。这对青少年的影响极坏，一个面向95后的调
查显示，超过大半的人未来的理想职业竟是网红。

今日头条CEO张一鸣鼓吹“算法没有价值观”。恰恰相
反，算法也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隐蔽在代码的悄然运行之
中。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应该倡导用户正确使用技术。
在给用户推送内容时，不能只考虑用户的偏好和需要，更要
启发思考，启迪智慧，成为传播正确价值观的流量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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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经李克强总
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明确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思路、基
本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提出了打
赢蓝天保卫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行动计划》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落
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要求， 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全民共治、 源头防治、 标本兼治，
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长三角地区、 汾
渭平原等区域为重点， 持续开展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 综合运用经济、 法律、 技
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统筹兼顾、 系统
谋划、 精准施策，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实现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
赢。

《行动计划》提出，经过3年努力，大幅
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协同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明显降低细颗粒物
（PM2.5）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
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
天幸福感。到202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总量分别比2015年下降15%以上；
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
2015年下降18%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重度及以
上污染天数比率比2015年下降25%以上。

《行动计划》提出六方面任务措施，并
明确量化指标和完成时限。一是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发展。优化产业

布局，严控“两高”行业产能，强化“散乱
污”企业综合整治，深化工业污染治理，大
力培育绿色环保产业。二是加快调整能源
结构，构建清洁低碳高效能源体系。有效
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 重点区域继续
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开展燃煤锅炉
综合整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发展
清洁能源和新能源。 三是积极调整运输
结构，发展绿色交通体系。大幅提升铁路
货运比例，加快车船结构升级，加快油品
质量升级，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四是优
化调整用地结构，推进面源污染治理。实
施防风固沙绿化工程， 推进露天矿山综
合整治，加强扬尘综合治理，加强秸秆综
合利用和氨排放控制。 五是实施重大专
项行动，大幅降低污染物排放。开展重点

区域秋冬季攻坚行动， 打好柴油货车污
染治理攻坚战， 开展工业炉窑治理专项
行动，实施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整治。六是
强化区域联防联控， 有效应对重污染天
气。 建立完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
制，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夯实应急
减排措施。

《行动计划》要求，加快完善相关政
策，为大气污染治理提供有力保障。完善
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拓宽投融资渠道，加
大经济政策支持力度。 完善环境监测监
控网络，强化科技基础支撑，加大环境执
法力度，深入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加强组
织领导，明确落实各方责任，严格考核问
责，加强环境信息公开，构建全民行动格
局。

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 � � �柴水香是浙江宁波人，曾任中国工
农红军第十三军政治部主任，而他还有
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陈文杰。

陈文杰，原名柴水香，1903年出生在
宁波市区一户贫苦劳动人民家庭。 他原
是宁波一家绸厂的工人， 因积极参加反
帝爱国运动，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陈文杰来到
武汉，7月入贺龙部第二十军三师教导团
学兵队当兵，随部参加南昌起义。后随起
义军南下广东。9月起义军在潮（安）汕
（头）地区作战失利，他回到宁波，任中共
宁波市委书记，继续领导工人运动。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
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共浙江省
委制定了《浙东暴动计划》。1927年11
月，由于叛徒告密，计划泄露，国民党随
即在浙东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陈文
杰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 坚守岗
位，及时组织其他同志转移、撤退，而自
己则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经各方努力营救， 陈文杰于1929
年上半年被保释出狱。同年夏天，党中
央为加强对浙南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

派他到浙南工作。
1930年5月， 陈文杰来到浙江楠

溪，与胡公冕、金贯真一起组建中国工
农红军第十三军，任政治部主任，6月任
中共浙南特委军事委员。

当时， 红十三军的生活十分艰苦，
常常急行军。陈文杰经常把自己的草鞋
送给有需要的战士，自己却赤着脚行走
在烈日暴晒的山路上，脚底烫起了泡也
不以为意。为此，战士们亲切地称他为
“赤脚大仙”。

在陈文杰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红
十三军大力开展政治教育，鼓舞部队士
气；严明军纪，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政治
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部队每到一处，陈
文杰都亲自做群众工作，扩大了红军的
政治影响，部队日益壮大。

陈文杰日夜为部队操劳，终因劳累
过度病倒，被送到永嘉养病。由于叛徒
出卖，1930年9月18日， 陈文杰不幸被
捕。敌人企图从陈文杰口中得到红十三
军的机密，对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但
陈文杰视死如归，坚不吐实。敌人恼羞
成怒，于9月21日对他下了毒手。

在前往刑场的路上，陈文杰高声向
群众宣传：“杀了我陈文杰一个人不要
紧，会有人替我报仇的，我们红军是杀
不完的……”他从容不迫，高呼口号，英
勇就义，年仅27岁。

如今， 陈文杰曾日夜奋斗过的红十
三军军部旧址， 已经成为红军历史纪念
馆。陈文杰使用过的古式青油灯、棕衣、
斗笠和公文包整齐地摆放在他曾经的卧
室中，像是静静地等待着故人的“归来”。

作为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 纪念馆
每年都要接待数以万计的游客。 不论岁
月怎样流逝， 陈文杰和他曾领导的红十
三军的光辉业绩和革命精神都将永存于
人民心中。 （据新华社杭州7月3日电）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王亮）记
者今天从省体育局了解到， 2018中国
（长沙） 国际友好城市青少年足球赛暨国
际青少年足球夏令营将于7月9日至15日
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举行， 将有4支境外
队伍、 2支国内足球俱乐部梯队以及6支
省内足球队伍参加。

长沙已与29个国家的48个城市缔结
为友好城市， 本次赛事以青少年足球文
化交流为主线， 以国际足球邀请赛为
辅， 重在交流、 传递友谊。 4支境外球
队分别是日本鹿儿岛市足球队、 加拿大
万锦市足球队、 中国香港天机足球学校

足球队以及中国香港足球队， 2支国内
足球俱乐部梯队分别是山东鲁能泰山足
球学校U11蓝队、 深圳朝向大荣明星俱
乐部足球队， 6支省内足球队分别是长
沙市德馨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足球队、 湖
南省奥星青少年体育培训俱乐部足球
队、 长沙市东升竞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足球队、 长沙市雨花教育足球队、 衡阳
融冠足球俱乐部足球队和株洲市狼腾足
球俱乐部足球队。

比赛期间还将举行“国际青少年足
球教育交流分享会” 和赛事嘉年华， 以
促进交流， 并传播湖湘文化。

红十三军中的“赤脚大仙”陈文杰

陈文杰像 新华社发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76 3 1 1 2 8 2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3 1000000.0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77 2 2 2
排列 5 18177 2 2 2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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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国际友好城市青少年足球赛
9日长沙开赛

天下微评

新华社发

国家集成电路创新中心
落户上海

据新华社上海7月3日电 国家集成电路创新中心、
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启动会3日在上海举行。

国家集成电路创新中心着力解决我国集成电路主流
技术方向选择和可靠技术来源问题， 为产业升级提供技
术支撑和知识产权保护。 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以关
键共性技术研发和中试为目标， 专注传感器设计集成技
术、先进制造及封测工艺，布局传感器新材料、新工艺、新
器件和物联网应用方案等领域，以“公司+联盟”模式运
行，力争打造世界级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