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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9 C
阴天间多云有阵雨
偏北风1- 2级

20-26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天有中到大雨
偏北风4- 6级

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30 空气质量：优
优：泸州、广元、巴中、马尔康、康定、遂
宁、西昌、绵阳、德阳、攀枝花、内江、南
充、眉山、宜宾、广安、雅安、资阳、乐山、
自贡、达州

2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9月2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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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70
空气质量等级：优至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排 列 3 第 21235 期 全 国 销 售
27977016元。开奖号码：332。直选全
国中奖 6131（四川 298）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 全国中奖 8099（四川
502） 注 ，单 注 奖 金 346 元 。
41251171.4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235 期 全 国 销 售
14285428元。开奖号码：33240。一等
奖 37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83708851.1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11月
1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针对流量
至上、“饭圈”乱象、违法失德等文娱领
域出现的问题，中央宣传部近日印发

《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
通知》。

《通知》指出，近年来，文娱行业在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推动
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
关主管部门就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
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强化网络内容
监管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明星天
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低俗信
息炒作和劣迹艺人管理等不断加大整
治力度，取得一定成效。但是，随着文
娱产业迅速发展，天价片酬、“阴阳合
同”、偷逃税等问题有以新方式新手段
死灰复燃迹象，流量至上、畸形审美、

“饭圈”乱象、“耽改”之风等新情况新
问题迭出，一些从业人员政治素养不
高、法律意识淡薄、道德观念滑坡，违
法失德言行时有发生，对社会特别是
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严重污染社会
风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为此，中央
宣传部会同有关部门近期集中开展文
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

《通知》明确，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综合施
策、标本兼治，有效遏制行业不良倾向，
廓清文娱领域风气。

《通知》要求规范市场秩序。强调
企业社会责任，鼓励资本与产业良性互
动。遏制资本不良牟利，抵制天价片
酬，合理配置成本比例，严厉查处偷逃
税行为，有效维护市场秩序。

《通知》要求压实平台责任。打击
流量至上，维护行业良好生态。查处
一批牟取不当利益的营销号。打击各
种形式的流量造假行为。严格各类热
搜榜单管理，优化内容推荐算法。加
强明星粉丝团、后援会账号的管理。
切实履行监看责任和管理责任，严厉
处置互撕信息。对发现不及时、管理
不到位的网站平台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处罚。

《通知》要求严格内容监管。严管
综艺节目，健全审批机制。严禁选用
未成年人参加选秀类节目。持续开展
网络综艺节目专项整治工作。树立正
确审美观，加强文艺创作审美导向把
关。加强游戏内容审核把关，提升游
戏文化内涵。压实游戏平台主体责
任，推进防沉迷系统接入，完善实名验
证技术。

《通知》要求进一步强化行业管
理。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的惩处，禁止
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规范明星广
告代言。提高准入门槛，规范艺人经
纪。严格执行演出经纪人资格认证制
度。研究制定演员经纪机构、网络表演
经纪机构等管理办法。发挥行业协会
作用，强化职业道德委员会职能，积极
开展道德评议，及时对违法失德人员和
纵容违法失德行为的经纪公司、明星工
作室进行行业抵制和联合惩戒。

《通知》指出，要加强教育培训。丰
富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手段，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明确红线底线。加强青少年
思想道德教育，学校、家庭、社会形成合
力，引导树立正确价值观。禁止义务教
育阶段未成年人参加偶像团组和线下
应援活动。加强青少年普法教育，强化

“饭圈”集资乱象、不良网贷等负面案例
的警示教育作用。

《通知》指出，要完善制度保障。健
全法律法规，推进依法管理。研究制定
粉丝社群管理、经纪公司管理、直播管
理、演艺明星金融产品和游戏产品代言
管理等监管规则。

《通知》指出，要加强舆论宣传。加
强正面宣传，引导从业人员崇德尚艺。
强化舆论监督，营造良好环境。发挥文
艺批评作用，引导正确审美。

《通知》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各
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认识“塑造什么样的未来人”的重要
性，严格落实主管和属地责任，将文娱
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纳入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结合实际

细化完善工作措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实
到位。加强工作联动，构建多领域、跨
部门协同合作的工作格局。

同时，中央宣传部还就进一步持续
整治“饭圈”乱象作了专门部署。从强
化综艺节目管理、强化榜单产品管理、
强化粉丝消费管理、强化粉丝互动管
理、强化明星经纪管理、强化明星自我
约束、打击违法违规行为、限制未成年
人非理性追星等八个方面着力，坚决抵
制造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和流
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探索
构建“饭圈”管理长效机制，引导青少年
健康成长。

中央宣传部印发通知，部署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

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的惩处
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

文艺节目必须把好“五关”
□王鹏 白瀛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2日发
出通知，要求广播电视行业坚决抵制违
法失德人员，坚决反对唯流量论，切实
加强从业人员管理，把好文艺节目导向
关、内容关、人员关、片酬关、宣传关。

把好文艺节目的“五关”，就是要
对失德艺人说“不”，对德不配位的流
量明星说“不”，对低俗庸俗媚俗现象
说“不”，对无底线审丑的泛娱乐化倾
向说“不”，对天价片酬、“阴阳合同”说

“不”……这是广播电视行业社会责任
之所在，是文艺节目获得持久生命力
的关键，也是维护广播电视和网络视
听清朗空间的必然要求。

主管部门的态度是坚决的，界限是
清晰的，底线是明确的，措施是有力
的。广播电视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要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社会关切，严格落
实举措，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首
位，旗帜鲜明树立爱党爱国、崇德尚艺
的行业风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
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找寻创作源
泉，创作生产出更多有价值、有品位的
优秀作品，让主旋律和正能量充盈广
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空间。 据新华社

新 华 热 评

9月2日，在东京残奥会乒乓球女
子团体TT6-8级比赛中，来自四川成
都的运动员王睿与队友茅经典、黄文
娟奋勇拼搏，以2∶0击败荷兰队，夺得
金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残奥会上
获得的第71枚金牌，也是成都运动员
在本届残奥会上获得的第2枚金牌。

拿到金牌后，王睿兴奋地和队友
合影，一路披荆斩棘、过关斩将，最终
抱得冠军归，乒乓球运动给了她第二
次生命，也给了她实现梦想的机会。

王睿 1993 年出生于四川省德阳
市，2008 年，15 岁的她在汶川特大地
震中失去右腿。在家人的鼓励下，
2009年，王睿进入成都市残疾人乒乓
球队，在成都市残联训练基地开始学
习打乒乓球并进行运动康复。从零开
始，她拿起乒乓球拍，每天挥拍8个小
时。日复一日的训练和突飞猛进的战
绩，让她渐渐走出焦虑。经过不懈努
力，王睿相继入选四川省残疾人乒乓

球队和国家残疾人乒乓球队。
一段时间的训练后，王睿逐渐在

赛场上崭露头角，先后在残疾人世锦
赛、仁川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上斩获冠
军。2017年，在残疾人乒乓球亚洲锦
标赛中，王睿作为中国队主力选手，
在比赛中顽强拼搏，分别战胜了日
本、韩国等选手，获得女子 TT7 级单
打金牌、TT7-8级团体金牌。随后又

在西班牙、泰国公开赛中，分别夺得
团体第一和女单金牌。同年 11 月 17
日，国际乒联公布了优秀残疾人男、
女 运 动 员 名 单 ，王 睿 入 选 2017 年
ITTF 优秀残疾人女运动员名单，这
也是四川省残疾人乒乓球选手第一
次入围该奖项。

今年，王睿再次在残奥会的舞台
上证明了自己，也再次激励世人：坚持
就有希望，命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
的。“乒乓球改变了我的人生。”谈及这
项运动对自己的意义，王睿带着深厚
的情感说，地震后，她曾一度自我封
闭，而乒乓球帮她重新树立了人生目
标，让她再次有了出发的动力。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成都运动员
董超将参加射击 R6 男女混合小口径
步枪60卧姿、R7男子三姿项目比赛，
田富刚将参加射击 R7 男子三姿项目
比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和队友勇夺乒乓球女子团体金牌

川将王睿:乒乓球改变了我的人生

王睿（左）和教练周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