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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农业农村局下属企业
三亚市乡镇企业建筑材料公司已
纳入三亚市关闭破产国有企业范
围。现根据政策规定，对长期离
岗无法联系的职工进行公告，公
告时间：2021 年 9月 3日至 9月 9
日，联系电话为：0898-88213032。
若公告期满，该职工或职工家属
仍未与公司或市农业农村局联

系，则依照上述规定，认定该职
工与企业不存在劳动关系，不纳
入安置职工范围：1.王明秀 2.张
明星 。

特此公告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
三亚市乡镇企业建筑材料公司

2021年 9月 2日

公 告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记者2日
获悉，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网络表演
经纪机构管理办法》。《办法》的出台，
旨在强化对经纪机构的管理，约束表
演者行为，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办法》所称的网络表演经纪机
构，是指依法从事网络表演经纪活
动的经营单位。网络表演经纪活动
包括：网络表演内容的组织、制作、
营销等经营活动；网络表演者的签
约、推广、代理等经纪活动。

当前，网络表演直播活动中，仍
存在为博取眼球、获得流量，错误引

导粉丝群体，制作、发布的内容违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情况，同时
个别经纪机构一味追逐经济利益，
为诱导打赏、虚假消费、炒作宣传等
网络黑灰产提供生存土壤和发展空
间。对此，《办法》明确规定网络表
演经纪机构不得以虚假消费、带头
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消费，不得以
打赏排名、虚假宣传等方式进行炒
作。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应当加强对
签约网络表演者的约束，要求其不
得以语言刺激、不合理特殊对待、承
诺返利等方式诱导用户消费。

新华社里斯本9月1日电（陈柏乔）葡萄牙男
足1日晚坐镇阿尔加维球场，在世界杯预选赛中
2：1艰难击败了到访的爱尔兰队。刚转会曼联的
队长C罗上半时点球被扑后，在第89分钟和第96
分钟两度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完成惊天大逆转。

随着比赛结束时间的临近，葡萄牙队看起来
要在主场无奈告负，36 岁的队长 C 罗再次挺身
而出。他先是在第 89分钟接格德斯的助攻，头
球顶入球门右下死角，又在第 96分钟的最后一
次进攻中接马里奥的传中，再度头球建功，全场
表现出色的爱尔兰门将巴祖努也只能望球兴叹。

凭借个人第 180 场国家队比赛中的两粒头
球，C罗也以111粒进球刷新了男足国家队进球
世界纪录，前纪录是由他和伊朗射手阿里·代伊
共同保持的。

葡萄牙队此前13次面对爱尔兰队，取得了7
胜 2 平 4 负的成绩。本场比赛老帅桑托斯派出
了C罗、若塔和拉法组成的锋线三叉戟，费尔南
德斯和贝·席尔瓦在前场调度，38岁的老将佩佩
和24岁的曼城“铁闸”迪亚斯镇守后防。

第 15 分钟，曼联大将费尔南德斯在禁区内
积极拼抢赢得点球，C 罗主罚的点球被年仅 19
岁的爱尔兰门将巴祖努扑出。第 28分钟，曼城
右边卫坎塞洛精准传中，利物浦前锋若塔飞身头
球遗憾击中门柱弹出。第 45分钟，客队后卫伊
根在角球机会中前点甩头破门，帮助爱尔兰队1
球领先结束半场。

易边再战，效力于热刺的爱尔兰翼卫多赫蒂
因明显拖延比赛时间被黄牌警告。国米旧将马
里奥和刚转会巴黎的新星门德斯替补登场，贝·
席尔瓦连续两次错失破门良机。但在最后时刻，
C罗站了出来。

帮助球队完成逆转后的 C 罗兴奋地脱衣庆
祝，在全场近八千名球迷的掌声中享受着王者般
的荣耀，但激情过后，他也按照规则领到黄牌。

本场赛后，葡萄牙队以3分的优势领跑世预
赛欧洲区 A 组积分榜，少赛一场的塞尔维亚队
排名第二。接下来葡萄牙队还将于 4日在匈牙
利与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队进行一场热身赛，随
后在 7日前往客场对阵小组中的另一个对手阿
塞拜疆队。

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记者
王思北）中国作家协会 2 日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
建设的意见，将通过持续开展“到人
民中去”职业道德教育活动等，引导
广大文学工作者不断提升职业道德
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感。

根据意见，为加强文学工作者
职业道德建设，中国作协将持续开展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
让广大作家到人民中去，为人民书写，

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反映
人民心声、深受人民欢迎的作品。

同时，中国作协还将加强会员
管理，对失德失范会员及时进行警
示教育、督促改正，对严重违纪、触
犯刑律的会员及时取消会籍。加强
对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等新文学
群体的团结引领，围绕网络文学创
作导向、职业操守等问题，制定行业
自律公约，建立对失德失范行为的
监督机制，规范行业行为。

中国作协：

加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

新华社北京 9 月 2 日电（记者
白 瀛 王 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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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播出偶像养成
类节目，坚决抵制不良“饭圈”文
化，坚决抵制泛娱乐化，杜绝“娘
炮”等畸形审美，坚决抵制高价片
酬，切实加强从业人员管理。

通知称，广播电视机构和网络
视听平台在节目演员和嘉宾选用上
要严格把关：政治立场不正确、与
党和国家离心离德的人员坚决不
用；违反法律法规、冲击社会公平
正义底线的人员坚决不用；违背公
序良俗、言行失德失范的人员坚决
不用。

通知称，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

节目，不得播出明星子女参加的综
艺娱乐及真人秀节目。选秀类节目
要严格控制投票环节设置，不得设
置场外投票、打榜、助力等环节和
通道，严禁引导、鼓励粉丝以购物、
充会员等物质化手段变相花钱投
票，坚决抵制不良“饭圈”文化。

通知要求，树立节目正确审美
导向，严格把握演员和嘉宾选用、
表演风格、服饰妆容等，坚决杜绝

“娘炮”等畸形审美；坚决抵制炒作
炫富享乐、绯闻隐私、负面热点、低
俗“网红”、无底线审丑等泛娱乐化
倾向。严格执行演员和嘉宾片酬规
定，严格片酬管理告知承诺制度。
倡导鼓励演员和嘉宾担当社会责
任，参与公益性节目。严肃惩戒片
酬违规、“阴阳合同”、偷逃税行为。

广电总局：

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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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文艺节目必须把好“五关”
新华社记者 王鹏 白瀛

文化和旅游部：

加强经纪机构管理
约束表演者行为

新华社威尼斯 9 月 1 日电（记
者 陈占杰 刘咏秋）第 78届威尼斯
国际电影节 1日在意大利水城威尼
斯利多岛开幕，意大利著名演员罗
伯托·贝尼尼在开幕式上获颁终身
成就金狮奖。

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尔莫多
瓦尔的新片《平行母亲》当晚举行全
球首映，从而拉开本届威尼斯国际
电影节的序幕。曾因主演《美丽人
生》获得奥斯卡最佳演员奖的意大
利著名演员、导演贝尼尼在开幕式
上获颁终身成就金狮奖。意大利总
统马塔雷拉等出席开幕式。

本届电影节共有21部影片入围
主竞赛单元，来自近 60个国家和地
区的影片将参加电影节不同单元的
评奖和展映。

本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将于 11
日闭幕。由于意大利疫情形势依然
严峻，主办方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
施，包括进入电影节各场所须戴口
罩并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或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放映厅入座率不得
超过50%等。

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与法
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德国柏林国际
电影节并称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

第7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开幕

失点后读秒绝杀，帮葡萄牙逆转爱尔兰

C罗成新国家队“射手王”

葡萄牙 2:1 爱尔兰

法国 1:1 波黑

乌克兰 2:2 哈萨克斯坦

丹麦 2:0 苏格兰

挪威队 1:1 荷兰

黑山 2:2 土耳其

俄罗斯 0:0 克罗地亚

新华社成都 9月 2日电（陈地 宋
晚怡）对于明年即将到来的成都大运
会，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副
主席于再清在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希望大运会办出成都的“文化味”。

于再清谈及了成都大运会的筹备
工作。“在这倒计时 300 天之际，场馆
设施、体育设施全部硬件设施都已经
建完了，也经历过测试赛，从硬件的筹
备上没有问题，工程质量也是过硬
的。”

作为全球大学生运动员参与的体
育盛会，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已经
在中国大陆成功举办两次，分别是
2001 年的北京大运会和 2011 年的深
圳大运会。于再清说：“大运会为全世
界的青年、特别是为大学生提供一个
非常好的交流的平台。一方面是体育
方面的交流，另外一方面则是在文化
上，相互尊重，相互学习。”

对于已经正式亮相的成都大运会
火炬“蓉火”，于再清说：“火炬我觉得

设计得特别好，主要是把古蜀文明、成
都历史文化名城的很多元素放进去
了。首先是太阳神鸟、熊猫、竹子等
等，很多当地的文化历史元素都涉及
到了。造型也很别致，我觉得这是符
合火炬设计原则和理念的作品。”

成都大运会如何借鉴东京奥运
会？于再清给出的答案是“简约”。“东
京奥运会有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我
已经跟北京冬奥组委反馈了一些我的
看法，要去找一些适合我们国情的、适

合我们目前情况的有益经验，并加以
借鉴。等北京冬奥会举办之后，会有
更多经验可以参考。我想这里面都会
体现一个理念——简约，我相信成都
借鉴了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之
后，一定能够举办好。”

对于大运会带来的文化上的交流，
于再清十分看重。“成都历史文化悠久、
底蕴厚重，美食麻辣鲜香，一定要通过
大运会让各个国家的青年大学生在这
里充分享受和领略，办出‘成都味’。”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

大运会要办出成都的“文化味”

新华社东京 9 月 2 日电（记者
胡佳丽 董意行）2日，在东京残奥会
男子盲人门球半决赛中，中国队以
8:1 大胜美国队，时隔 13 年再次闯
入残奥会决赛。

本场比赛，主力队员杨明源为中
国队攻入 6 球，胡明耀打进 2 球。
杨·卡拉汉为美国队获得仅有的一
分。

开局仅 13 秒，美国队卡拉汉成
功打破中国队球门。漫长的三分钟
过后，杨明源把握住点球机会，将比

分扳平。接下来的6分钟，双方展开
拉锯，场上比分始终保持在1:1。最
后两分钟，杨明源两次破门成功，上
半场比分定格在3:1。

下半场比赛，中国队继续加强攻
防两端，美国队则在防守端有明显
疏漏，这让本就备战充分的中国队
打得更加大胆、顺利。胡明耀连续
为中国队攻入两球，杨明源成功罚
入两粒点球，并在最后 28 秒时攻入
一球。最终，中国队以8:1大比分战
胜美国队，顺利挺入决赛。

赛后，中国队队员和教练们互相
拍着肩膀庆祝，四届残奥元老蔡长
贵更是在场下发出胜利的呐喊。队
员们纷纷表示，本场胜利的关键在
于防守做得比对手好，队伍也发挥
出了平时的训练水平。

作为本场比赛的得分王，杨明源
表示，赛前教练布置了很多技战术，
自己只是将正常水平发挥了出来，
决赛将尽全力打好。

“特别开心，我们能走到现在，
第一名和第二名对我们来说已经没

有什么区别了。”对于并肩作战了16
年、13 年前在北京共同品尝过夺冠
喜悦的蔡长贵和陈亮亮来说，这个
成绩已经可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交
上满意的答卷。

中国男子盲人门球队曾在 2008
年北京残奥会上摘得金牌，伦敦和
里约残奥会上则分别获第五名和第
七名。

3日晚，中国队将在决赛对阵另
一场半决赛中立陶宛队和巴西队的
胜者。

时隔 年！中国男子盲人门球再进决赛

新华社长沙 9 月 2 日电（记者
周勉）2 日上午，在东京残奥会田径
赛场女子 100 米 T37 级决赛中，中
国选手文晓燕以 13 秒 00 的成绩打
破世界纪录并获得金牌，收获本届
残奥会个人第三金。

赛后，开心的妈妈文清查忍不
住说出了母女俩的秘密。

在东京参赛的这段时间，文晓
燕每天都要和父母联系，有时候会
拍一段视频说说自己的心情，有时
候会和妈妈商量给家人、启蒙教练
带什么礼物，但说得最多的还是比
赛。前几天获得女子T37级跳远金
牌后，文晓燕对爸爸文爱军说：“没
破纪录，我不是很开心。”

“1 号晚上，晓燕给我说今天的
比赛她要破纪录。”文清查打开和女
儿的微信对话框给记者看了一段视

频。文晓燕戴着口罩一边走一边用
方言和妈妈讲出了这个目标，然后
立刻又给妈妈发了一条文字消息：
妈妈，我这是给你私发的啊。“女儿
这是叮嘱我，破纪录的想法先不要
告诉别人。”文清查笑着说，“现在女
儿破纪录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

文晓燕的家在湖南省益阳市桃
江县松木塘镇三节塘村，家门外的
墙上甚至邻居的房子上都挂满了邻
里乡亲和社会各界人士送来的条
幅。比赛开始前，文爱军张罗着招
呼大家，文清查则在厨房制作当地
的手工美食薯片和擂茶。此时，电
视机里出现了文晓燕在起跑点就位
的画面，弟弟文晓祺赶紧拿出手机
给姐姐拍了一张特写照片。

不过 13 秒的时间实在有些短。
当文晓燕冲过终点时，围着电视机

的大部分人都还没完全反应过来，
持续喊着的“文晓燕加油”声过了好
几秒才转成欢呼声。

“非常高兴也很激动！”文清查
说，这枚金牌不仅让女儿实现了承
诺和目标，也表现出他们这代年轻
人为国争光的决心，这是让自己最
骄傲的地方。

因为夫妇俩常年在外打工，文
晓燕和文晓祺由奶奶带大，她和奶
奶、弟弟的感情特别好。看到文晓
燕再次夺冠，85 岁的奶奶胡青英不
停地抹着眼泪。20岁的文晓祺开心
得像个小孩儿，他说：“我姐真是太
厉害了，等她回来，我要陪她玩，陪
她好好放松。”

文晓燕妈妈：

女儿昨晚悄悄告诉我
她要破纪录

关注东京残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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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葡萄牙队球员克·罗纳尔多（左）控球。
新华社/欧新9

月1

日
，葡
萄
牙
队
球
员
克·
罗
纳
尔
多
在
比
赛
后
庆
祝
胜
利
。

新
华
社
发
（
佩
德
罗
·
菲
乌
萨
摄
）

8 月 27 日，文晓燕在
比赛后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