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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9月30日晚，
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热
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八周年。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1200
多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宾朋济
济一堂，气氛喜庆热烈。主席台上方庄严
的国徽高悬， 在鲜艳的红旗映衬下，
“1949-2017”的大字年号熠熠生辉。

17时30分许，伴随欢快的《迎宾曲》，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
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
曲》，全场起立高唱国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致辞。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
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祝贺； 向港澳同胞、台
湾同胞、海外侨胞致以亲切问候；向所有
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友人
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说，六十八年来，在中国共产
党坚强领导下，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谱写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
改革的壮丽诗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
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 顺应实践
要求和人民愿望， 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
措和重大方针政策，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宏伟事业取得历史性的新成就。

李克强指出，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
国际形势， 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
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 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经济发
展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质量效益较大改
善， 城镇新增就业在高位上继续增加，人
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 脱贫攻坚成效明
显，重点领域风险得到较好管控。尤其是
经济结构加快优化， 过剩产能继续化解，
创业创新蓬勃发展，新动能成长壮大成为

突出亮点。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90周年， 集中展示了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建设新成就。我们热烈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20周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
依法首次协助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市
民救灾，进一步增强了广大港澳同胞对祖
国的归属感和建设更加美好未来的信心，
“一国两制”展示出强大生命力。我们成功
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和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与国际社会
携手开辟合作共赢的美好前景。

李克强说，已有的成就让我们备感自
豪， 伟大的目标激励着亿万群众不懈奋
斗。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依靠改革推动、开放带动、创新驱动，
营造鼓励创新、鼓励实干、鼓励担当的环
境，促进生产力水平不断跃升、综合竞争
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发展的质量效
益不断提高。 要推动社会进步再上新台

阶。
李克强指出，我们将继续全面准确贯

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
办事，支持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
政治基础，坚决反对“台独”，团结包括台
湾同胞在内的一切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力量，不断向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迈
进。

李克强最后说，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关键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
期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我们要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同心同德，扎实苦干，在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历史征程中，铸就新的更大辉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张高丽主持招待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

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
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等出席

李克强致辞 张高丽主持招待会

� � � � 今天是国庆节，人民共和国的长青基
业，从今天起增添新的年轮。神州大地上，
各族人民满怀喜悦与自豪，共同庆祝新中
国68岁生日，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舒展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画卷， 党的十
八大以来的5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
变革的5年。“嫦娥”奔月，高铁驰骋，雄安新区
蓄势待发，“一带一路”联通山海，脱贫攻坚改
变几千万人命运， 创新创业激发全社会活
力……多少梦寐以求的蓝图变为现实，多少
彪炳史册的成就激动人心。 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全面从严治党形成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生态文明建设留住绿

水青山、创造金山银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出中国方案、作出世界贡献……解决了许
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
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5年砥砺奋
进，5年克难攻坚， 我们伟大的祖国焕发出新
的蓬勃生机。

“厉害了我的国！”出生在新世纪门槛上
的年轻人这样点赞。“国家终于强大起来
了！”阅尽世事沧桑的人们如此感慨。5年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亿万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当代中国
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
历史起点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这是前无古人的壮举，近代以
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这是改变
历史的航程， 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
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这是功
在千秋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为解决人
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1949-2017，68年弹指一挥间。 建设现
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近
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也是我
们党带领人民接续奋斗的历史进程。 中华
民族有过任人宰割的屈辱，也有过“被开除
球籍”的压力，曾面对“月亮总是西方圆”的
论调，也受到“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的
围攻。然而，今天的中国每三年的经济增量
就相当于一个英国， 每五年改革发展就迈
上一个大台阶， 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
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 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 从救国到兴国到强
国，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
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 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
由之路，是中国走向繁荣、走向富强的必由
之路，是中华民族彻底摆脱悲惨命运、实现
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伟大斗争仍在进行、伟大工程仍在建
设、伟大事业仍需推进、伟大梦想仍未实
现。沿着这条道路，我们还需继续奋斗。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
成熟定型，我们要让“强起来”的制度架构
更完善。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经济
发展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
理 ，我们要让 “强起来 ”的物质基础更坚
实。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我们要让“强起来”的价值体系更成
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活中华
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我们要让“强起
来”的文化自信更深厚。

今天的中国，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但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仍是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强起来”的
中国可以自信，但不能自矜；可以自豪，但不
能自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目标后，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乘势而上，以什
么样的奋斗姿态再创辉煌？ 即将召开的党的
十九大， 将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
群众新期待， 从战略全局上对党和国家事业
作出新的规划和部署。 更伟大的历程刚刚开
始，更伟大的胜利还在前方。

祝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 继续
书写奋斗的篇章，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祝福这片经历了苦难与辉煌的大地，
重新站在时代潮头，为世界定义一个新的
未来。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载10月1日
《人民日报》）

祝福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八周年

�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我同特
朗普总统保持着良好沟通。双方工作团队要按照两国元
首达成的共识，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相互尊重、互
利互惠，聚焦合作、妥处分歧，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中方高度重视特朗普总统将于今年11月对中国进行的
国事访问。我期待着同他共同规划和推进中美关系未来
发展。双方工作团队要共同努力、密切合作，确保访问成
为一次成功的、特殊的访问。

习近平强调，中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
发达国家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两国和平相处、合作共
赢是两国人民之福，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之幸。发展中美
关系要坚持正确方向，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
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需
要合作并能够合作的事情很多。双方要深挖潜力，拓展
各领域互利合作，不断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加强在重
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要在尊重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两国
之间的分歧和敏感问题， 维护中美合作大局的稳定。要
厚植人民友谊， 继续鼓励和扩大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不
断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蒂勒森转达了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
表示特朗普总统非常期待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在两国元首引领下， 美中关系不断发展。 美方重视发
展对华关系， 愿与中方相向而行， 不断增进互信、 加强
沟通，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并协力应对国际和地区
面临的挑战。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今后，农业绿色发展将摆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的突出位置，全面建立以绿色
生态为导向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
匹配、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农业发展格局。这是新
华社30日受权播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 提出的
目标任务。

意见确定了到2020年的四大类目标任务：
资源利用更加节约高效———严守18.65亿亩耕地红

线，全国耕地质量平均比2015年提高0.5个等级，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

产地环境更加清洁———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
量实现零增长，化肥、农药利用率达到40%；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到85%，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5%，农膜回
收率达到80%。

生态系统更加稳定———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3%以
上， 湿地面积不低于8亿亩， 基本农田林网控制率达到
9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6%。

绿色供给能力明显提升———全国粮食（谷物）综合生产
能力稳定在5.5亿吨以上，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品牌农产
品占比明显提升，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加快发展。

中办国办发文
为农业绿色发展
划定“路线图”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瑾容

9月28日，湖南省人民医院关节与运动
医学科主任王靖教授的手机上， 传来了一
个微信小视频：一位女士在优美、舒缓的音
乐声中翩翩起舞，双手上举、下落，收放自
如，轻松随意。

看了这段小视频，王靖开心地笑了。这
是一位来自益阳的患者。此前，这位舞蹈爱
好者得了“肩周炎”，手臂抬不起来，吃过西
药、中药，做过理疗、推拿、针灸，仍不见好
转。严重的时候，拿筷子夹菜都困难，痛得
整夜睡不着觉。 这位女士来到湖南省人民
医院就诊，王靖诊断：她得的不是肩周炎，
是肩袖撕裂。经过治疗，病痛化解了。这位
女士向王靖发来视频“报捷”。

“肩痛不等于肩周炎，但长期以来很多
人误将肩部疼痛视为肩周炎，诊治不当，延
误了病情。”王靖告诉记者，“肩周炎”医学
上指的是“冻结肩”，发病率只有2%左右，
而肩袖撕裂的发病率是肩关节疾病中最高
的。 研究发现，40岁以下的人群发病率为
4%，40至60岁的人群发病率为28%，60岁
以上人群的发病率为54%。

由于肩周炎和肩袖撕裂的症状都表现
为肩关节疼痛及活动受限， 不仅给患者造
成了误解， 也给一些医务工作者诊断带来
了困难。

“囯内医学界曾对肩袖撕裂这种疾病
存在认识误区，将其归入‘肩周炎’的范畴。
我省在肩肘关节疾病的应用上， 认识和接
受程度尚较欠缺， 加上一些基层的医务人
员对肩关节疾病的最新诊疗理念把握不
牢，患者的习惯性认知局限，造成了不少的
误诊、漏诊。”王靖介绍，这些被误诊为“肩
周炎”的患者如果按照肩周炎康复锻炼，如
“爬墙”等，或人为地用强行手法松解肩关
节，不仅不能康复，还会造成肩袖裂口继续
扩大，加重伤情，最终只能接受人工关节置
换术才能缓解病情。

为了进一步规范对肩袖撕裂这种疾病的
筛查、诊断和治疗，日前，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肩肘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湖南培训中心落户
湖南省人民医院， 王靖被选为湖南培训中心
主任， 将对全省关节与运动医学专业人士进
行培训，推动湖南省肩肘医学的发展。

“如果把肩膀疾病比喻为一辆开不动
的汽车，肩周炎如同车轴生锈，肩袖损伤就
是传动轴断了。”王靖解释，肩袖撕裂产生
的原因是肩部肌腱退变老化造成的。 在肩
峰处有几根肌腱像袖子一样包缠着肱骨
头，通过它们的拉动，带动整个胳膊活动。
随着人年龄的增长， 这几根肌腱因长期劳
损，导致被撕裂，从而引发疼痛。这种疾病
在疼痛程度上往往超过一般的肩周炎，晚
上可能痛得难以入睡。

导致肩袖撕裂的原因多种多样， 往往
不经意间就发生了。 益阳的那位女士回忆
说，在一次跳交谊舞的过程中，舞伴拉着她
转圈时甩了一下。当时，她也没有太大的感
觉，没想到越来越痛，经久不消。

“中老年人肌腱退变，如果突然遭受较
大外力，比如乘公交车拉吊环突遇急刹车、
拖地或拿重物时猛用力、 反身拿车后座上
的重物等，都容易导致肩袖撕裂。”王靖介
绍， 湖南省人民医院在省内率先开设肩关
节疼痛门诊以来， 每天都会接诊肩袖撕裂
患者数10名。一位80多岁的老人，身体硬
朗，酷爱钓鱼。有一天，一海竿甩出去后，觉
得肩膀扯着痛了一下，以为是肌肉拉伤。其
后，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却越痛越厉害，以
致晚上无法入睡。最后诊断为肩袖撕裂，手
术治疗后，老人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来自临床的研究显示， 肩袖撕裂这种
疾病在职业运动员中高发，以游泳、跳水、
羽毛球、网球、举重、摔跤、体操等肩关节使
用频率高、受力程度大的项目更为常见；而
油漆工、粉刷匠、教师、超市上货员、操作内
镜的医生等长期从事过肩劳动的人群同样
容易得这个病。

专家提醒，4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出现
肩膀痛，尤其是手举过头疼痛加重，伴有无
力感，除了照常规的X光片外，最好做一个
核磁共振检查，了解是否有肩袖的损伤。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9月30日上午， 中央电视台喜迎党的十
九大特别节目《还看今朝·湖南篇》直播。央视记
者走进辰溪县长田湾乡稻花鱼养殖基地， 介绍
了辰溪今年遭受特大洪灾后， 把稻花鱼产业作
为补损的重点，喜获丰收的场景。

辰溪在今年洪灾中， 损失惨重。 洪灾过
后，辰溪县的干群不等不靠，第一时间开始救
灾补损，恢复农作物19万余亩。把稻田养鱼作
为救灾补损主打产业，16.5万公斤鱼苗被紧
急补放到田里。该县举办了中国·稻花鱼之乡
首届稻花鱼文化节。通过与文化、乡村旅游的
深度融合，吸引外地游客前来吃鱼、买鱼和旅

游，打响辰溪稻花鱼品牌，售价每公斤提升了
10至16元。同时，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稻花鱼深
加工，建成稻花鱼深加工厂2家，延伸产业链
条，使稻花鱼的销售更为顺畅，提升了鱼的附
加值。

当天，在长田湾乡，来自县内外的数百游客
三五成群抓鱼嬉戏，乐翻了天。来自古丈县的徐
潇参观了稻花鱼加工厂，体验了抓鱼、吃鱼的乐
趣。目前，虽遭受了洪灾，通过补损，辰溪稻花鱼
亩产也达到了40公斤左右， 全县稻花鱼产值达
1.8亿多元。长田湾乡10个村稻花鱼放养已全覆
盖，先后吸引了1万余外地游客前来捉鱼买鱼游
玩，仅卖鱼的收入就达1200余万元。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明）险峻幽长的原木天梯、栩栩如生的猿人雕
像、耸入云端的观景天台、惊险刺激的镂空
索桥。9月30日， 新化县全域旅游新景点三
联峒龙脊峰正式揭开面纱， 让前来体验
的游客大呼“过瘾”。

三联峒景区位于新化县维山乡
四都三联洞村神象山内， 与新邵县、
隆回县接壤。这里群山环抱，森林覆
盖率达93%， 距新化县城仅20公里。
历经7年开发，景区形成了融休闲观
光、娃娃鱼养殖、科普教育、特色美食
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 有“呐喊喷
泉”，也有高空铁索桥，是消暑纳凉、
登山赏景的好去处。

国庆前夕，三联峒全新打造的龙脊
峰精品旅游线路正式开园。龙脊峰坐落
在海拔1230余米的山脊上， 全程6.9公
里。山林间，陡峭的原木楼梯和岩石小
道形成直入云霄的天梯；两旁的猿人雕
像和原始次生林， 以及独特的祭天神
坛， 仿佛让人置身于神秘的古梅山时
代；隐藏于密林的“绿瓶”厕所，造型独
特、 环保舒适； 镂空铁索桥距地面413
米，总长168米，以钢丝网为桥面，俯瞰
见桥底，惊险刺激。

为提升游览品质， 景区拓宽了
交通道路， 建设了高标准停车场，添

置了观光游览车， 升级了特色农家乐和住宿木屋，
创新了娃娃鱼等特色美食，迎接游客的到来。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邢玲 江怀远）
9月28日上午，长沙海关驻益阳监管机构
筹备办公室揭牌仪式、益阳市政府与长沙
海关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关企座谈会先
后举行。当天，长沙海关驻益阳监管机构
筹备办公室为龙源纺织开出首票货物通
关单。

长沙海关驻益阳监管机构筹备办公
室顺利揭牌并正式入驻办理通关事务，是
益阳市落实“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
重要举措，为该市架起了一座沟通世界的
桥梁， 将有力促进益阳开放型经济发展。
益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瞿海表
示， 益阳将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培

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加快推动开放型经济
发展。

今年1月至8月， 益阳市完成进出口
额29.78亿元，同比增长10.2%。全市共有
130家企业体现了进出口实绩，其中新增
湘易康制药等外贸“破零”企业26家，新
增企业合计完成进出口额近1.2亿元。

洪灾过后 秋收依旧
辰溪：稻花鱼跳游客欢

新化：全域旅游添新丁
三联峒龙脊峰景区揭开面纱

肩膀痛，是得了肩周炎吗？专家告诉你：肩周炎发病率只有2%左右，
很可能是发生肩袖撕裂———

别把“肩袖撕裂”误当“肩周炎”

科教前沿

益阳开出首票货物通关单
下期奖池：4288325250.21（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66 1 5 1
排列 5 17266 1 5 1 5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114 06 07 12 18 23 01+1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10000000 10000000

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