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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7月 11 日电 （记者
陈宇箫） 湖南炎陵县中村乡龙潭瑶族
村何家组，有一座黑瓦白墙的江南古
宅。宅子建于晚清，全国最早的共产
党员之一的何孟雄，就在这座“何家
大屋”里长大。参加革命后，他就再

也没有回来过。
“当年小吏陷江州，今

日龙江作楚囚。万里投荒阿
穆尔，从容莫负少年头。”
这是何孟雄一次入狱后在监
狱墙壁上写下的一首诗。

何 孟 雄 ， 1898 年 6 月
生，湖南炎陵人。早年在长
沙求学期间，与毛泽东、蔡
和森、邓中夏等交往密切，
建立了革命友谊。1919 年 3
月，何孟雄进入北京大学学
习，受 《新青年》 为代表的
新思潮影响，积极投身五四
爱国运动，成为北京大学学
生运动的重要骨干。

1920 年 3 月，在李大钊
的指导和帮助下，何孟雄和
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发起成
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
学说研究团体━━北京大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
月，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
团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
党成立，何孟雄是全国最早
的 50 余名党员之一；同年
冬，当选中共北京地方执行

委员会书记，同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北方分部成员；1923 年 6 月，出
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1925 年 5 月 1 日，任刚刚成立
的京绥铁路总工会秘书长；1926 年 5

月，调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1927年
4 月，调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工
作，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

在此期间，何孟雄作为北方党组
织和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成员，参与
发动和领导了京绥铁路、开滦煤矿、
唐山铁路机车厂、正太铁路和京汉铁
路工人大罢工等许多重大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1927 年 9 月，中
共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何孟雄也被
调往上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
员、淮安特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兼
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书
记等职，参与领导江苏各地党组织的
恢复、发展工农运动和开展武装斗争。

1931 年 1 月 17 日，因叛徒告密，
何孟雄在上海被捕。在狱中，他保持
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
宁死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1 年 2 月 7 日，何孟雄与其他
23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在上海龙华
英勇就义，时年33岁。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
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
般红。”这首诗就是为了纪念这 24 位
革命烈士所作。炎陵县档案史志局原
局长张晓建说：“何孟雄曾多次入狱，
在最困难的时候对党的忠诚、对崇高
理想的追求始终不变，这种精神依然
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新华社兰州7月11日电（记者陈
斌）记者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了解
到，因持续暴雨影响，该集团管辖内的
陇海铁路和兰渝铁路部分受损区间正
在加紧抢修和进一步排查隐患。至15
时许，部分晚点列车逐步开始运行，铁
路运输秩序陆续恢复中。

据了解，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管
辖内陇海铁路和兰渝铁路沿线近日普
降大到暴雨，客货运行车受到严重影

响，造成多趟旅客列车晚点，其中兰州
至北京西 Z76 次列车发车后折返，兰
州 至 厦 门 Z128 次 列 车 晚 点 15 个 小
时。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
兰州局集团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下达
调度命令，第一时间封闭受损区间，
组织车务、工务、电务、供电等部门
上线检修并进行拉网式排查，通过对
抢修后的兰渝铁路姚渡至漳县、陇海

铁路天水至南河川等重点区间施行限
速处置，实时盯控线路设备状况，力
争将水害影响降到最低。

针对列车大面积晚点造成的旅客
滞留，兰州车站、天水车站、陇南
车站等沿线车站均增开退改签窗口
并引导旅客有序候车。铁路部门提
醒，出行旅客请留意车站发布的信
息，及时注意列车时刻变化，避免
耽误行程。

何孟雄何孟雄：：从容莫负少年头从容莫负少年头

陇海兰渝铁路晚点列车逐步恢复运行

这是何孟雄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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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1日就美方
公布拟对我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发表谈话。

发言人指出，美方以加速升级的方式公布征税清单，是
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对此表示严正抗议。美方的行为正
在伤害中国，伤害全世界，也正在伤害其自身，这种失去理
性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

发言人表示，中方对美方的行为感到震惊，为了维护国
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不得不
作出必要反制。与此同时，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共
同维护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共同反对贸易霸凌
主义。与此同时，我们将立即就美方的单边主义行为向世
界贸易组织追加起诉。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日在回应美方公布拟对中国
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时说，这是一场单边主
义与多边主义，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强权与规则之战。中
方将和国际社会一道，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共同维护多边贸
易体制和规则。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美方行为是典
型的贸易霸凌主义，中方将作出必要反制，坚决维护自身正
当合法权益。

华春莹说，当今时代，各国经济不同程度融入全球产业
链、价值链，彼此之间相互依存、兴衰相伴。立己达人方是
正确选择。如果固守“零和博弈”的过时思维，任性挑起贸
易战，不仅损害当事双方利益，也伤及全球产业链上的各方
利益，不会有赢家。中国货物出口的40%，高科技产品出口
的三分之二都是在华外资企业实现的。

“美方是在向全世界开火，也在向自己开火。多位国际
经济界权威人士的有关表态也充分表明，美方失去理性的
行为十分危险，害人害己，不得人心。”华春莹说。

她说，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坚决抵制单边主义，反对
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规则。“这是作为
负责任国家应有的担当和责任”。

商务部外交部回应

美拟对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征税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丁小溪）记者11日从公
安部了解到，针对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赌球活动多发情况，公
安机关对各类赌球活动强化精准打击。世界杯开赛以来，
各地侦破赌球刑事案件300余起、打掉赌球团伙100多个，
涉案金额逾10亿元。

据了解，今年初，各地公安机关加大专项打击力度，重
点关注研判网络赌博及赌球活动线索，在世界杯开赛前已
侦破网络赌博刑事案件2500余起，打掉了一大批网络赌球
团伙及平台，查扣冻结涉赌资金逾30亿元。

6月中旬，公安部部署各地开展了以“知法守法、远离赌
博”为主题的全国禁赌宣传活动，通过普法讲座、案例宣传、
禁赌安全课进校园、网络直播宣讲等多种形式，揭露各类赌
博活动的危害性、欺骗性、违法性，推动加强禁赌社会共
治。同时，公安部会商相关部门共同强化源头治理，推动下
线一批非法彩票及涉赌网站。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依法深入打
击惩治各类赌博违法犯罪，突出打击犯罪活动的组织者、经
营者、获利者和幕后“保护伞”，坚决斩断跨境跨区域赌博犯
罪的“人员链”“资金链”“技术链”和“利益链”，切实维护良
好社会治安环境和国家经济安全。

新华社石家庄7月11日电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
院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
委员、副主席姚刚受贿、内幕交易一案。邯郸市人民检察院
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姚刚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年至2015年，被告人姚
刚利用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副主席等
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在并购重组、股份转让过程中股
票停复牌、避免被行政处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通过其亲属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961万余元。2007年1
月至4月，被告人姚刚利用担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兼发行监
管部主任的职务便利，获悉相关公司重组上市的内幕信息，
使用由其实际控制的他人股票账户在关联股票停牌前买
入，复牌后卖出，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210万余元。以上依
法应当以受贿罪、内幕交易罪追究姚刚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姚刚及其辩护人进
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姚刚还进行了最
后陈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被告人近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
群众50余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世界杯世界杯以来以来

公安机公安机关破获赌球刑事案件关破获赌球刑事案件300300余起余起

姚刚受贿姚刚受贿、、内幕交易案一审开庭内幕交易案一审开庭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针对美国
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中国政府采取对
等措施，同百姓餐桌有关的就有大豆。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国
家粮食行业主管部门人士认为，从雄厚
的国家粮食储备到日益成熟的全球市
场运作能力，百姓餐桌可保无虞。

中储粮：国家储备有“压舱石”
作为国家粮食储备“压舱石”，中储

粮有关负责人说，我国油脂油料储备体
系完善，储备资源充足，加工和流通配
套能力良好，能够随时响应保证供应、
稳定市场的调控指令。

储备资源充足。我国具有较为完
善的储备体系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储
备库存，其中大豆和食用油是储备的重
要组成部分。经过近20年不断发展，储
备规模、品种、布局都已比较完善，能够
满足国家保证供应、调控市场的需要。

流通能力良好。目前储备大豆和
食用油主要储存于全国油脂油料加工
集散地和重点产销区，周边均能够便捷
抵达加工设施，能够及时将原粮加工为

终端产品。中储粮油脂油料储备库均
毗邻码头、铁路专用线等物流设施，具
有高效的物流中转能力。

储备与加工紧密结合。中储粮将
储备库与加工厂一体布局，形成油脂油
料储备和加工基地，使储备轮出到加工
的链条缩短、效率提高。目前中储粮年
油脂压榨能力达到650万吨，投放市场
更加高效，维护市场稳定能力更强。

据介绍，近两年来，中储粮主动调
整进口来源地，有计划地通过进口和国
内收购增加油脂油料储备，通过调整进
口产地和到货安排等方式，稳步推进储
备增储工作，优化品种布局结构，进一
步增强了储备的保供和市场调控能
力。降低集中度过高带来的风险，形成
稳定成熟的多元化国际贸易渠道。

权威部门：多措并举有办法
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分析，通过多

措并举，中国有能力应对美国大豆进口
减少的缺口。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人士
表示，国内大豆产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今年10月到明年
2 月，此时段为美国大豆主要出口期。
今年巴西大豆丰收，我国主要进口巴西
大豆。第二阶段，即明年 3 月份以后。
当前巴西、阿根廷等大豆出口收益较
好，预计明年南美大豆种植面积大幅增
加。中亚“一带一路”国家也可能增加
大豆种植面积。2019 年 3 月份以后的
大豆进口依然有保障。

“我国可以通过增加国内大豆产
量，拓宽大豆、粕类进口来源等措施保
障供给，同时加强饲料配方的研究，减
少对豆粕需求的依赖，降低进口需求，
相信有1年至2年时间，将完全弥补美
国大豆退出后的缺口。”国家粮油信息
中心高级经济师王辽卫说。

“一带一路”沿线堪称世界粮仓。
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大豆产量和出口量
近年来增长较快。近三年，俄罗斯大
豆出口增长达到 150%以上，这些国家
土地资源充足，具有较强的增产和出
口潜力。

应对美贸易战，国家储备有“压舱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