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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促进全体人
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
在一起，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
献。”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做好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
工作作出重大部署，指明前进方向。

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单位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自觉肩负起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
作的使命任务，激励斗志干劲，鼓舞担当作为。

“九个坚持”开辟崭新境界

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宣
传思想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
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宣传思
想文化战线深感自豪、倍感振奋。

中宣部干部职工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立意高远、视野宏大，是继“8·19”重要讲
话之后又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闪耀着马克思主
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讲话用“九个坚持”
精辟概括了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
观点新论断，把我们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
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正式吹响了宣传思想工作
从正本清源进入守正创新阶段的冲锋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
工作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路线图’
清晰，‘方法论’有力，宣传思想工作赶上了大有

可为、大有作为的好时代。”中国记协国内工作部
副主任沈毅兵说。

中国作协文艺报社总编辑梁鸿鹰对“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带来的新气象新风尚深
有体会。“这些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蔚然
成风，现实题材创作日益丰富，涌现了一大批优
秀作品。”

着眼“四心”凝聚奋进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既解
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更好强信心、聚民
心、暖人心、筑同心。

“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新时代宣传思
想工作分量千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夺
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更加需要坚定自
信、鼓舞斗志，更加需要同心同德、团结奋斗。”
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辑李斌说，思想文化的多元多
样多变带来不少新挑战，新闻舆论工作者更要把
准人们的思想脉搏，将工作做到人心上，让主流
声音更加响亮。

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结
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
小节说，让党的声音占据舆论高地，使党的方
针政策深入人心，关键是守正创新，让节目有
筋骨有温度有正气，回应社会关切、传递真善
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奋进新时代
凝魂聚力。

中央网信办干部职工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为我们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和意识形态工作

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
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
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推动新时代网络意识
形态工作再上新台阶。

增强“四力”书写使命答卷

“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
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宣
传思想工作队伍的谆谆教诲、殷殷期许。

“我们要用新闻工作者的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
力、公信力。”新华社国内部记者韩洁说，“我的
同事正跟随远洋货轮在‘海上丝绸之路’开展行
进式报道，把一线挖掘的生动故事与习近平总书
记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关切结合起来，更生动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服务好党和国
家事业全局。”

文化和旅游部干部职工表示，要自觉承担起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坚定不移将文化体制改革引向深入，不
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
响力。

中国文联干部职工表示，要继续精心实施
“中国精神·中国梦”主题创作工程，进一步健全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常态化工作机制，持续开
展“讴歌新时代 共筑中国梦”等主题实践活动和
文艺志愿服务，用心用情用功讴歌伟大时代。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记者黄小希、罗
争光、王思北）

高扬党的旗帜 壮大主流声音
——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单位干部职工学习习近平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8月 23日电 国家监察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
部 8 月 23 日联合发布 《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
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为依法惩治职务犯罪，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给境外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罪 犯 （以 下 统 称 “ 职 务 犯 罪 案 件 境 外 在 逃 人
员”） 以改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等有关规定，特公告如下：

一、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前，向监察机关、公
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或者其所在单
位、城乡基层组织等有关单位、组织自动投案，
或者通过我国驻外使领馆向监察机关、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自动投案，如实供述

自己罪行，可以依法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其中，有
效挽回被害单位、被害人
经济损失，积极退赃的，
可以减轻处罚；犯罪较轻
的，可以免除处罚。

二、职务犯罪案件境
外在逃人员委托他人代为
表达自动投案意思，或者
以书信、电报、电话、邮
件等方式表达自动投案意
思，后本人回国到案接受
办案机关处理的，视为自
动投案。

三、鼓励职务犯罪案
件境外在逃人员的亲友积
极规劝其尽快投案自首。
经亲友规劝投案的，或者

亲友主动报案后将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送
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

四、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具有揭发他
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
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或者有积极协助抓捕
其他在逃人员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
者免除处罚。

五、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要认清形
势，珍惜机会，尽快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
在公告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且随后被引渡或遣返
的，监察、司法机关将依法从严惩处。窝藏、包
庇、资助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帮助职务
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毁灭、伪造证据，掩饰、
隐瞒、转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构成犯罪的，将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鼓励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和海外有关组
织、个人积极举报，动员、规劝职务犯罪案件境
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提供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
逃人员藏匿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有关部门将依
法对举报人给予奖励，并对举报人的人身安全予
以相应保护，对个人信息严格保密。对威胁、报
复举报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境外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
犯参照适用本公告。

八、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月 22日，北京市东城区革新里小学金帆话剧团携英文版俄罗斯童话
剧《十二个月》亮相2018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这是国
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首次在中国举办艺术大会。

图为小演员在表演。 周 良摄 （新华社发）

小学生话剧走上国际舞台

本报北京8月23日电（记者陈劲松） 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举行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民政部公布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办法》自2018年9月1日开始施行。
民政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李健在会上介绍，《办法》主要内容包括：明

确信息公开的目的和原则，即规范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行为，保护捐赠
人、志愿者、受益人等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明确慈善组
织的信息公开应当遵循真实、完整、及时的原则；明确信息公开的内容和
渠道，《办法》 规定慈善组织在民政部门提供的统一信息平台上公开信息，
并规定了七类需要公开的信息内容；明确信息公开的监管措施，主要体现
在两方面，社会公众可以就慈善组织信息公开中的违法行为向民政部门投
诉举报。民政部门依法对慈善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
罚和信用惩戒。《办法》还规定了对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的处理。

李健说，《办法》 从三个方面对具有公开募捐的慈善组织提出特别要
求：一是要求公布在本组织领取报酬从高到低排序前五位人员的报酬金
额，公布本组织出国 （境） 的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用、招待费用、差
旅费用的标准，监督慈善组织是否“遵循管理费用最必要原则，厉行节
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二是要求公开募捐活动全过程对外公开，也就是
事前、事中、事后都要公开相应的内容，满足社会监督的需要。三是要求
慈善项目至少每三个月公布一次进展情况，项目结束后还要做全面公开。

国家监察委员会等发布公告

敦促职务犯罪境外在逃人员自首

大熊猫主题展举行大熊猫主题展举行大熊猫主题展举行

境外追逃 翟桂溪作 （新华社发）境外追逃 翟桂溪作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记者于佳欣） 针对美方 8 月 23 日在
301 调查项下对自中国进口的 160 亿美元产品加征 25％关税，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 23 日发表谈话指出，美方一意孤行，加征关税
的行为明显涉嫌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并不
得不继续作出必要回击。同时，为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捍
卫自身合法权益，中方将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就此征税
措施提起诉讼。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记者于佳欣） 根据 《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 160 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
告》，中方对美约 16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关税于 23 日 12∶01 正
式实施。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22日电（记者杨承霖、高攀）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22日公布的货币政策例会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认为国际贸易争端升级
将构成重大经济下行风险。

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一致认为，当前贸易争端和美国政府提出的贸
易政策已成为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如果爆发大规模、长时间
贸易争端，将对市场信心、投资支出和就业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对进口
产品广泛加征关税还将削弱美国家庭的购买力，并带来生产率下降、供应
链中断等负面影响。

纪要说，当前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已导致部分美国企业缩减或推
迟投资计划。如果贸易紧张局势短期未见好转，将会有更多企业减少资本
投入和招聘。在农业领域，受贸易紧张局势影响，部分种植业和畜牧业产
品价格显著下跌。

纪要还显示，如果未来经济数据继续向好，美联储可能进一步加息。
但美联储官员也警告，国际贸易争端升级将对美国实体经济构成重大下行
风险，并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挑战。

就美国对16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税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

中国对美16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

美联储警告

贸易争端升级将威胁美国经济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据商务部消息，中国于 8 月 23 日在
世贸组织起诉美国 301 调查项下对华 160 亿美元输美产品实施的
征税措施。

本报北京 8 月
23 日 电 （记 者 严
冰） 首届中国大熊猫
国际文化周开幕式今
天在北京中华世纪坛
举行，来自国内外有
关人士和代表共计
300 余 人 参 加 开 幕
式。

文化周展览通过
200 余幅（件）图片、
塑化标本、科研展品、
艺术作品，以及影视、
VR 虚拟现实和彩灯
等形式，讲述大熊猫
故事。

图为观众在文化
周上参观拍照。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针对澳大利亚政府向澳电信运营商发布5G安
全指南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3日在回答媒体提问时指出，中方对此表
示严重关切。澳政府作出此错误决定，将对中澳企业的商业利益造成负面
影响。

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鼓励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开展对外经
贸合作。希望澳政府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为中国企业在澳开展业
务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澳方应从双边经贸合作大局出发，不应动辄以国
家安全为由，干预和限制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中国在世贸组织起诉美国中国在世贸组织起诉美国

澳政府发布5G安全指南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