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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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印发计划

提出打赢蓝天保卫战时间表和路线图
据新华社杭州7月3日电 （记

者 唐弢）在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
念馆里，有一面刻着起义参加者名
录的“英雄墙”。当年2万余人参加
起义，有800多人的姓名被记录，柴
水香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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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十三军中的
“赤脚大仙”——陈文杰

美商务部长说谈论美国退出世贸组织为时尚早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7月2日表示，尽管美方认为世界贸易组织需要
改革，但现在谈论美国退出世贸组织为时尚早。罗斯当天接受美国消费者
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说，美方已明确表示世贸组织需要一些改革，美方
将观望世贸组织改革的结果。 （据新华社）

➡7 月 3 日，重庆市话剧院大型原创保留剧目《幸存者》在群星剧
院上演。该剧讲述了女主角追寻恋人在重庆“11·27”大屠杀中死亡真
相的故事。据悉，这是重庆市话剧院“庆祝建党 97 周年优秀剧目展演
周”系列演出之一。从 2 日至 4 日，该剧将连演 5 场。

（见习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宗华月）

话剧《幸存者》将连演5场

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被逮捕

➡马来西亚政府7月3日发表声明，宣布前总理纳吉布因涉“一个马来
西亚发展公司”（一马公司）相关案件被逮捕，他将在4日被起诉。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7月3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歌舞团获悉，由
该团打造的原创民族舞剧《杜甫》成功入
选第十二届全国舞蹈展演剧目和“春华
秋实——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展演
（北京）”活动。

据了解，这是我市惟一一部同时入
选这两项全国性展演活动的剧目。全
国舞蹈展演作为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主
办的全国舞蹈艺术领域最高水准的展

演平台，迄今已成功举办十一届。今
年，我市民族舞剧《杜甫》凭借深刻的
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成为入选本
届展演5部舞剧（舞蹈诗）之一，将于7
月 13日至 14日在云南艺术学院实验

剧场连演 2 场。此外，该剧还将参加
“春华秋实——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优秀
剧目展演”的集中展示，于7月21日至
22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与首
都观众见面。

“《杜甫》这个剧目能够入选这两项
全国性展演活动，体现了我市文艺创作
取得的成果，将在全国进一步提升重庆
文化的美誉度和影响力。”市文化委有关
负责人表示。

重庆版民族舞剧《杜甫》入选全国舞蹈展演

➡7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当代力帆足球俱乐部获悉，该俱乐部
已与希腊奥林匹亚科斯俱乐部达成一致，引进该队巴西前锋塞巴，具体转
会费和签约年限则没有透露。 （记者 黄琪奥）

重庆斯威引进巴西前锋塞巴

➡7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电影集团获悉，以“重庆大轰炸”这一
史实为背景创作的战争电影《大轰炸》，曝光了由刘烨、宋承宪、陈伟霆、谢
霆锋组成的“空军F4”版海报。该片将于8月17日上映。

（记者 黄琪奥）

电影《大轰炸》发布“空军F4”版海报

➡7月3日，市教委发布消息，重庆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提前批
已进入投档环节，录取将于7月8日结束。考生可通过市教育考试院公布
的4种官方渠道查询自己的录取轨迹及院校录取情况。7月9日将开始艺
术本科批和普通文理类提前批的录取。 （记者 李星婷）

艺术提前批已进入投档环节

➡2018年中考“联招”录取工作将于7月4日进行。据了解，查询时间
自7月4日16∶00时至7月9日20∶00时，考生可进入“重庆教育”微信，点击

“微查询”栏目，再点击“中考联招录取查询”进入查询页面，输入准考证号
和初始密码查询中考录取情况。 （记者 匡丽娜）

中考“联招”录取查询开始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记者
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陆慷3日表
示，中国民间救援人员自发积极参
与到泰国失踪人员有关搜救行动中
去，印证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更说明了“中泰一家亲”。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6月23日失踪的泰国
12名少年足球运动员和1名教练
昨天被救援人员发现，所有人都还
活着且生命体征尚好。我们注意
到，有中国民间救援队自发参与到
有关搜救行动中。请问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陆慷说，作为泰国的亲密友好

邻邦，中方从一开始就十分牵挂泰
方失踪人员的安危。我们对搜救行
动取得重大进展、所有失踪人员都
被找到且生命体征尚好感到欣慰。
中国民间救援人员自发积极参与到
有关搜救行动中去，这正印证了中
国有句话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更说明了“中泰一家亲”。

“我们希望这些孩子和他们的
教练尽快完全获救，祝愿他们早日
康复。”陆慷说。

外交部回应中国民间救援队自发参与泰国
失踪人员搜救：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陈文杰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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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30日，110千伏茶玉东线施
工现场，国网重庆永川公司的作业人
员正在紧张地进行杆塔迁移工作。入
夏以来，国网重庆永川公司采取加快
电网建设，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
措施，全力确保夏季高峰用电。

6月26日和27日，永川区气象台
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全区最高气
温将升至37摄氏度。陡升的气温直
接带动供区内的用电负荷快速攀升，
29日当天，永川全网负荷最高达到
110.5万千瓦，创今年新高。

进入6月以来，国网重庆永川公司
连续开展迎峰度夏有序用电联合演
练、联合反事故演练，模拟用电高峰时
段压限负荷、处置线路突发故障和居
民小区故障抢修等场景，锤炼员工队
伍。永川公司还积极开展带电作业，
保障电力供应可靠性。今年以来，该
公司已完成180次带电作业，增供电
量120万千瓦时。

目前，永川公司各项度夏保电工
作进展顺利。截至6月29日，作为确
保今年夏季用电的6项“6·30”配网

工程已全部竣工，装设10千伏电缆分
支箱5台，新建电缆线路8.6公里，投
入配网建设资金1200万元。同时，
永川公司还赶在6月30日前完成13
个开闭所、4个中心配电室、69条配电
线路的停电检修，对4116基电杆进行
登杆检查，消除安全隐患365处，保证
设备健康度夏；开展多项负荷转移工
作，通过电源改接的方式，解决部分
变电站重负荷过载问题，确保电网安
全。

艾黎

国网重庆永川公司多举措保障夏季用电

机构编码：B0048S250000003
许可证流水号：375051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

江南大道8号附6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监管局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重庆南岸支行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监管局批准，予以撤销，并收回《中华人
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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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比利时队球员沙德利（中）攻入球队第三球。
当日，在顿河畔罗斯托夫进行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

八分之一决赛中，比利时队以3比2战胜日本队，晋级八强。在
被比利时绝杀、止步本届世界杯16强后，日本队主帅西野朗2日
赛后说，他们无论在中场控制、球的运转还是传接配合上，完全
不逊色于对手，只是输在了最后意想不到的“超级防反”。而从
现在开始，他们的国家队要更加努力，争取在四年后变得更强，
继续杀回淘汰赛阶段，力争走得更远。

（新华社/欧新）

日本被比利时绝杀日本被比利时绝杀 止步止步1616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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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瑞典11比比00淘汰瑞士淘汰瑞士 晋级晋级88强
◀7月3日，瑞典队球员贝里（上）与瑞士队球员阿坎吉在比

赛中争顶。
当日，在圣彼得堡进行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八分之

一决赛中，瑞典队以1比0战胜瑞士队，晋级8强。
新华社记者 曹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