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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传奇影业和美国环球影业联
合出品，道恩·强森担任制片人并领衔主
演的好莱坞动作大片《摩天营救》将于 7月
20日全国公映，影片由罗森·马歇尔·瑟伯
执导，内芙·坎贝尔、文峰、黄经汉、昆凌、
巴勃罗·施瑞博尔等共同主演，影片讲述
了“巨石”强森饰演的威尔·索耶纵身飞跃
千米高空火海，为救家人命悬一线的故
事，影片超前预售现已开启，沉浸式体验

“飞跃一跳”刻不容缓。
近日，影片举行全球首映礼北京站活

动，“宠妻狂魔”周杰伦也到场支持老婆，

期间未曾露面一直在幕后等待昆凌，还顺
便追了一把星，在社交账号上晒出与强森
的合影。形象甜美可人的昆凌在片中颠
覆出演冷酷女杀手，为了演绎这一反派角

色，昆凌刚生完宝宝后不久就苦练一个多
月格斗。

片中不仅有一位拥有出色力量的女
性，在最新发布的“赴汤蹈火版”视频中我
们可以看到，当危机降临、高空火灾发生，
内芙·坎贝尔饰演的强森妻子萨拉，作为
母亲仿佛超人附身，手牵孩子穿梭于火海
中寻找出路。她为营救孩子不惧危险，挑
战高空火海过独木桥，背着小孩行走于火
线上的场景令人紧张到窒息。观众心中
无不为他们捏一把冷汗。

而“地表最强老爸”强森为了解救被

反派组织挟持的孩子，无畏高空，倒吊于
摩天大楼千米高空的外壁，命悬一线。影
片中，千米高空的视觉效果与火势熊熊的
火海场景，令人仿佛置身其中，与“巨石”
强森一同执行这场摩天营救，挑战极限，
沉浸式的高空体验令人“肾上腺素飙升”。

好莱坞动作大片《摩天营救》由罗森·
马歇尔·瑟伯执导，道恩·强森、内芙·坎贝
尔、文峰、黄经汉、昆凌、巴勃罗·施瑞博尔
等联合主演，影片超前预售现已开启，将
于 7月 20日全国上映，作为暑期唯一好莱
坞动作大片，值得期待！

这部暑期好莱坞动作大片，就连周杰伦都到场追星
好莱坞动作大片《摩天营救》7.20上映 周杰伦晒与“巨石”强森合影

上市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市场环境得
到不断净化、外资持续流入中国股市……
近期越来越多的积极信号显示，中国资本
市场有能力、有底气实现长期健康发展。

企业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进入
密集披露期的 A 股上市公司中报显示，
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截
至 12日午间，23家披露中报的上市公司
营收实现同比增长的有 19家；1562家预
披露业绩的企业中，预增的有 436 家，预
告净利润下限为正的有 1285家。

业绩是资本市场的支撑。前海开源
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说，近期公布
的业绩既包含中报业绩，也包含对年报
业绩的预期，在我国经济稳步增长，经济
转型逐渐显出成效的背景下，股市不可
能长期偏离基本面。

另一方面，通过几年来的严监管，市
场环境得到不断净化。证监会数据显
示，2015 年至 2017 年，证监会分别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 177 件、218 件、224 件，罚
没款分别为 11.03亿元、42.83亿元、74.79
亿元；今年上半年，证监会行政处罚 159
项，罚没 63.94亿元，市场禁入 20人次。

在市场相对低迷之时，外资流入的

信号颇为积极。Wind 资讯数据显示，截
至 11 日 ，今 年 以 来 沪 股 通 流 入 资 金
940.78亿元，比南向港股通高出 740多亿
元；北向的深股通流入资金 754.56亿元，
比南向的高出约 60亿元。

更积极的是外资在加速布局中国金
融市场。近日，全球知名对冲基金桥水已
经在中国完成备案登记，6个月内桥水基
金将在国内正式发行私募产品。去年至
今，已有富达、瑞银资管、富敦、英仕曼、贝
莱德、施罗德等 13 家外资机构先后在我
国登记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这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措
施近期的有序落地，也意味着A股拥有不
惧国际竞争的自信与坦荡。如，中国证监
会拟放开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A股上市
公司中在境外工作并参与股权激励的外
籍员工两类人员，在境内开立A股证券账
户；H股“全流通”试点进展顺利等。

“我们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充满信
心。”国际知名投资机构淡马锡公司中国
区总裁吴亦兵认为，当前中国扩大金融业
对外开放力度大、内容具体、政策执行快，
这是中国经济自信的表现，也给境外投资
者带来了巨大投资机会。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对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
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推进党的政治
建设。希望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在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在始终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率，建设让
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习近平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要
强化统一领导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工作
的政治担当，指导督促部委党组（党委）认
真履行机关党建主体责任，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形成强大合力，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开创中央和国家
机关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新局面。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推进

会 1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
记丁薛祥在会上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并讲话。

会议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单位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带头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严守党的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做好“三个表率”，建设“模范机关”。要彰
显政治统领，坚持问题导向，融入业务工
作，健全制度机制，严格责任落实，把中央
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抓细抓实抓出
成效。会议还对做好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期间思想政治工作等作出安排部署。

会上，8个部委党组（党委）负责同志作
了交流发言，12个单位进行书面交流。中
央和国家机关各单位机关党委书记、常务
（专职）副书记和机关纪委书记参加会议。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2 日公
开宣判中共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
记张越受贿案，对被告人张越以受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
万元；对张越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
追缴，上缴国库。张越当庭表示服从判
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8 年至 2016 年，被告
人张越利用担任中共河北省公安厅党委
书记、河北省公安厅厅长、中共河北省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
关单位和个人在土地开发、工程承揽、案

件处理及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
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 1.569亿余元。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
越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张越受贿数额特
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
大损失。鉴于其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归案后检举揭
发他人重大犯罪问题，经查证属实，具有
重大立功表现；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
赃物大部分已退缴，依法可对其减轻处
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据新华社电

河北省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受贿案一审宣判

位于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回龙镇白
羊山下的林家大湾村，群山环抱，风景秀
丽。革命烈士林育南的故居就坐落于此。

林家大湾村党支部书记徐少华介绍，
作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林育南故
居每年都有近 10 万人慕名前来参观。林
家大湾村也因此被评定为湖北省旅游名
村。

林育南曾孙女林敏在林育南故居担
任讲解员十余年，她说，讲述先辈事迹是
对他们最好的纪念，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发扬传承革命精神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本色的具体行动体现，只有这样才能让烈
士的鲜血不白流。

林育南，1898 年 12 月出生于湖北黄
冈，早年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
1917 年 10 月参加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被选为武汉学生联
合会负责人。1920 年 9 月考入北京医学
专科学校。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 年 5 月起，林育南任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中共武汉执行
委 员 会 委 员 、武 汉 工 团 联 合 会 秘 书 主
任。他先后参与领导、组织了 1922 年 9
月的粤汉铁路工人罢工、1923 年 2 月京
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 年五卅运动上
海工人大罢工、1927 年汉口工人收回英
租界等重大斗争。

1923 年 6 月，林育南赴广州出席中共
三大，8 月到南京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二大，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团中央秘书、
组织部长，并兼任《中国青年》主编。1925
年 1 月起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

员，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和组织工
作。1925 年 7 月起任全国总工会上海办
事处秘书长。1926 年 9 月起任中共湖北
区委宣传部部长。1927年 1月，他参与主
持召开湖北省总工会一大，任大会秘书
长，被选为湖北省总工会宣传主任。1927
年 4 月至 5 月，他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
五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7 年 6 月
任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兼秘书长、宣传
部部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育南在湖北
转入地下斗争，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
兼宣传部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代书记。
1927 年底赴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
1929 年 11 月在上海参与筹备第五次全国
劳动大会，他继续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
会委员，任编辑委员会负责人、秘书长，主
持日常工作。1930年起林育南任全国苏维
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

1931 年 1 月 17 日，林育南同何孟雄、
李求实等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
捕。在狱中，林育南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
拷打，宁死不屈，对党忠诚，同敌人进行坚
决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
高品格。1931 年 2 月 7 日，林育南与何孟
雄等 24 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在上海龙
华英勇就义，时年 33岁。 据新华社电

工人运动的优秀领导人和杰出组织者——林育南

习近平对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多种积极信号在中国资本市场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