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刘愿庵，1895年生，字坚予，陕西咸
阳人。1908年随父移居南昌，入大同中学
读书。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 刘愿
庵被推举为在宜宾成立的“叙州五卅惨
案后援会”的负责人之一，领导群众开展
反帝爱国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 刘愿庵领导成都党
的地下组织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
斗争。1928年4月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代
书记。同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
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1929年4月，他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
军坝起义， 在川东地区树起了一面武装
斗争的旗帜。同年6月，领导了邝继勋、罗
世文等发动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
的遂（宁）蓬（溪）起义，成立了中国共产
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

1930年5月5日，由于叛徒出卖，刘愿
庵在重庆被捕。1930年5月7日，刘愿庵高
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35岁。

临刑前一天， 刘愿庵给爱人和姐夫
写了遗书，如今，这封遗书藏于重庆三峡
博物馆。“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 非有
丝毫个人企图。”刘愿庵的初心和理想跨
越历史继续激励着后人。

（据新华社西安6月27日电）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日前，
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
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
等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对影视
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
问题的治理，控制不合理片酬，推进依
法纳税，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

《通知》强调，要制定出台影视节
目片酬执行标准， 明确演员和节目嘉
宾最高片酬限额，现阶段，严格落实已
有规定，每部电影、电视剧、网络视听
节目全部演员、 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

过制作总成本的40%， 主要演员片酬
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 影视行业主
管部门要加强监管， 对影视明星参与
综艺娱乐节目、亲子类节目、真人秀节
目等进行调控， 严格执行网络视听节
目审批制度，严格规范影视剧、网络视
听节目片酬合同管理， 加大对偷逃税
行为的惩戒力度。电视台、影视制作机
构、电影院线、互联网视听网站、民营
影视发行放映公司，不得恶性竞争、哄
抬价格购买播出影视节目， 坚决纠正
高价邀请明星、竞逐明星的不良现象。

政府资金、 免税的公益基金等不得参
与投资娱乐性、 商业性强的影视剧和
网络视听节目、助长过高片酬。

《通知》要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坚决反对唯票房、唯收视率、
唯点击率。 要加强影视行业征信体系
建设，强化行业协会组织管理能力，健
全经纪公司、经纪人管理机制，加强对
从业人员的教育监督。 各级各类媒体
要加强宣传引导和舆论监督， 强化对
娱乐新闻报道的总量控制， 为影视业
健康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 � � �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记者27日
从生态环境部获悉， 截至6月25日，第
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6个
督察组基本完成对10省区第二阶段下
沉督察任务。6个督察组共收到群众举
报29245件，各地已问责1939人。

5月30日至6月7日，督察组陆续对
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
南、广东、广西、云南、宁夏等10省（区）
实施督察进驻。截至6月25日，督察组
共收到群众举报29245件，受理有效举
报24246件， 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
计向被督察地方转办交办23087件。各

被督察地方完成查处12409件，其中立
案处罚2579家；立案侦查208件，拘留
235人；约谈1065人，问责1939人。

督察组有关负责人介绍，10省区
中，河南问责人数最多，达到599人；江
西问责人数最少，为57人。广东群众举
报办结率偏低；黑龙江、河南上报的群
众举报不实问题占比较高；广西、宁夏
尚无因环境违法犯罪而拘留的人员。

这位负责人表示，下沉督察阶段，各
督察组深入现场， 进一步调查核实具体
问题，坚决查处“表面整改”“假装整改”
“敷衍整改” 等生态环保领域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并陆续公开30余个典型
案例，不断传导督察压力，推进地方边督
边改。同时，各督察组及时转办督办群众
生态环境举报， 并现场抽查核实地方办
理情况。 被督察地方党委和政府高度重
视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边督边改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

根据安排， 各督察组已陆续进入
第三阶段督察，梳理情况，整理案卷，
开展必要的补充调查取证。同时，各督
察组继续受理群众生态环境问题信访
举报， 并针对突出问题或重复举报较
多问题开展抽查核实。

责任编辑 谢卓芳 肖丽娟 2018年6月28日 星期四
时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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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5909727592.75（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71 2 9 7
排列 5 18171 2 9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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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074 03 09 12 28 30 04+1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1

10

6048382 66532202

362902903629029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
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2018年1月23日，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一带一路”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意见》，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
和机构，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
公正高效便利原则；坚持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坚持纠
纷解决方式多元化原则。

《意见》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牵头组
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通
过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推动建立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效
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形成便利、快捷、低成本的“一
站式”争端解决中心，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当事人提供
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意见》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广东省深圳市设立“第一
国际商事法庭”， 在陕西省西安市设立“第二国际商事法
庭”，受理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四庭负责协调并指导两个国际商事法庭工作。

《意见》要求，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
和机构相关工作，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
一负责和协调， 具体工作方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制定并
组织实施， 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外交部、司法部、商务部、中国贸促会参与相关工作。充
分利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尽快建立“一带一路”建设参与
国法律数据库及外国法查明中心，加强对涉“一带一路”建
设案件的信息化管理和大数据分析，为法官提供智能服务，
确保法律适用正确、裁判尺度统一。支持相关单位联合“一
带一路”参与国商协会、法律服务机构等共同建立非政府组
织性质的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机制。 注重培养和储备
国际化法律人才，建立“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法律人才库，
鼓励精通国际法、 国际商贸规则以及熟练运用外语的国内
外法律专家参与到争端解决中来。 引导国内法学专家加强
对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有关问题的研究， 努力形成一批有价
值的研究成果，并切实做好成果转化工作。探索推进民事诉
讼法、仲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配套修改工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
机构的建立与完善提供充分法律依据和保障。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6月2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听取深入推进“互联网+农业”促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情况汇报；部
署调整运输结构提高运输效率， 降低实
体经济物流成本。

会议指出，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部
署，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大发挥市
场作用，依托“互联网+”发展各种专业化
社会服务， 促进农业生产管理更加精准
高效， 使亿万小农户与瞬息万变的大市
场更好对接，对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拓宽
农民新型就业和增收渠道意义重大。一
要加快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
用。围绕良种繁育、田间管理、病虫害防

治、收储等环节，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
提高农业生产管理效能。 扩大农业物联
网区域试验范围、规模和内容，推进重要
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 二要实施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工程，强化电商企
业与小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产
销对接，加强农村网络宽带、冷链物流等设
施建设，推动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实现
优质优价带动农民增收。 强化网上销售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三要鼓励社会力量运
用互联网发展各种亲农惠农新业态、 新模
式，满足“三农”发展多样化需求，推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在农村向深度发展，带动更
多农民就近就业。 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等机
制，建设涉农公益服务平台，加大对农户信

息技术应用培训， 使手机成为广大农民的
“新农具”， 使互联网成为助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设施。

会议指出，调整运输结构、提高综合
运输效率，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对提升
实体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会议确定，一
是循序渐进、突出重点，优化交通运输结
构，更好发挥铁路在大宗物资运输、长距
离运输中的骨干作用。 加大基础设施投
入，带动有效投资，力争到2020年大宗货
物年货运量在150万吨以上的工矿企业
和新建物流园区接入铁路专用线比例、
沿海重要港区铁路进港率分别达80%、
60%以上。 着力提高沿长江重要港区铁
路进港率。二是加快发展多式联运。健全

标准体系。 推进城市生产生活物资公铁
联运。发展铁路集装箱运输，推进海铁联
运、 铁水联运。 开展全程冷链运输等试
点， 积极发展电商快递班列。 三是推动
船、车、班列、港口、场站、货物等信息开
放共享，实现到达交付、通关查验、转账
结算等“一站式”线上服务。推进公路货
运车辆标准化， 促进公路货运行业创新
发展。 四是进一步清理运输环节经营服
务性收费，有关部门要开展督查，着力解
决“乱收费、乱罚款”等问题，规范铁路货
运收费， 取缔不合理收费， 纠正偏高收
费，降低物流费用。五是引导和规范交通
运输领域“互联网+”新业态公平竞争、健
康发展，防范和消除安全隐患。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10省区已问责近两千人

中宣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治理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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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深入推进“互联网+农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部署调整运输结构提高运输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