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席党的十九大

38个代表团全部报到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北京。 截至16
日晚，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团以及中央直属机关
代表团、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中央企业系统代表团、中央
金融系统代表团、解放军代表团、武警部队代表团和台湾省
籍党员代表团等38个代表团已全部向大会报到。

代表们认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党的十九大， 将是一次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大会。

“我们肩负沉甸甸的责任而来，要通过参加这次大会，
更深刻地认识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 更加准确地理解把握
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 山西省吕梁市委书记李正印代表
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一
定能够创造风清气正、奋发有为的干事创业新局面，以改革
发展的新成就，交上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代表们来自祖国各地、各行各业，带来了过去5年来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喜讯捷报。

河南省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书记黄久
生代表展示了一份成绩单———“5年来， 我们这个农民工党
支部穿针引线， 引导100多名外出创业成功的人士返乡投
资，有力推动了家乡经济发展和产业脱贫；帮助1.2万多个老
乡找到工作，每年为家乡带回3亿多元的劳务收入。”

肩负庄严使命、承载神圣职责，代表们挂念更多的是百
姓冷暖和民生关切， 思考更多的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战
略和大政方针。

青海益和检修安装有限公司保护试验车间副主任连亚丽
代表说，青海是三江源所在地，担负着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
任。“作为来自青海的党代表， 我更关注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
的新战略新部署。同时，我也期待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青海
迎来更多发展机遇，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国务院印发《通知》

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

日前印发《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决定自2017年起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

《通知》指出，土地调查是查实查清土地资源的重要手
段。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目的是全面查清当前全国土
地利用状况， 掌握真实准确的土地基础数据， 健全土地调
查、监测和统计制度，强化土地资源信息社会化服务，满足
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资源管理工作需要。

《通知》明确，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对象是我国陆地
国土。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包括
地类、位置、面积、分布等状况；土地权属及变化情况，包括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状况；土地条件，包括土地的自然条
件、社会经济条件等状况。

《通知》强调，调查以形成2019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
的全国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目标。具体安排是：2017年第四
季度开展准备工作；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组织开展实地
调查和数据库建设；2019年下半年， 完成调查成果整理、数
据更新、成果汇交，汇总形成调查基本数据；2020年，汇总调
查数据，完成调查工作验收、成果发布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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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金秋十月， 历史的时针指向又一个
重要时刻———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开幕， 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即将揭开新的一页。

这是一次肩负重大使命的历史性盛
会。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党
的十九大， 将向世界明确宣示———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13亿多中国人民将
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向着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奋勇前进。

扬鞭策马征程急，放眼神州气象新。
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极不平凡的5年，我
们有一种共同感受： 党和国家事业发生
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5年来的
成就是全方位的、 开创性的，5年来的变
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 经济建设取得
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思想文化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强军兴军开创
新局面，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
从严治党成效卓著……5年来，我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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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迎难
而上 、 开拓进取 ， 革故鼎新 、 励精图
治， 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
同奋斗， 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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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5年历程 ， 我们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
学指引， 是我们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
原因， 也是我们继续开创美好未来的根
本保证； 我们更加坚定这样一种信念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
的根本方向，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
能发展中国。

旗帜引领方向， 道路决定命运。 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确保党
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是
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 改
革开放以来， 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
题，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
以来， 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都有一个
醒目的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既
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
的邪路，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中国号” 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
向劈波斩浪， 驶向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 我们有 “天翻地覆慨而
慷 ” 的豪迈感 ， 也有 “而今迈步从头
越” 的紧迫感。 从中华文明5000年的辉
煌灿烂， 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风雨
沧桑， 从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求索

奋斗， 从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的艰苦创
业， 从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惊世巨变 ，
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 中华民族实现了
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
跃，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
的光明前景。 同时， 我国发展的短板和
不足依然突出， 各种风险和挑战复杂严
峻；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新期盼， 治
国理政实践不断提出新课题 。 与时俱
进， 攻坚克难， 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胜利， 是当代共产党人必须扛在
肩上的历史使命。

迈向未来， 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 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以立足我国实际、 顺
应人民期待的大政方针引领发展， 以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凝心聚魂， 以
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汇聚力量， 继续
写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
大文章。 让我们的旗帜， 高高飘扬在打
赢三大攻坚战、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火热实践中； 让我们的梦想， 尽情绽
放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创
造更加美好生活的时代征程上。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 中国
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
核心， 也是民族复兴伟业的领航者。 打
铁还需自身硬。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 ”， 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 ， 坚决服从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 ，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 我们党就会凝聚起上下同心 、
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 。 坚定不移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 ， 不断惩腐肃贪 、 激浊
扬清 ， 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
干在一起， 我们党就会更加坚强有力 ，
带领人民跨越前行路上的 “娄山关 ”、
“腊子口 ”， 奋力开辟新天地 、 迈向新
征程、 创造新奇迹。

一切向前走， 都不能忘记为什么而
出发。 自成立之日起， 中国共产党就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 96年
来， 一代代共产党人用鲜血与汗水写就
的奋斗史册上 ， 回响着对 “可爱的中
国” 的深情呼唤， 激荡着 “中国应当对
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的雄心壮志， 书
写着 “走自己的道路” 的豪迈宣言。 风
雨兼程百年路， 初心不改中国梦。 从历
史走向未来， 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
工程、 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 ，
我们有无比坚定的信心， 有无比磅礴的
力量， 有无比光明的前途。

我们坚信， 在2200多名代表共同努
力下， 党的十九大一定能开成一次高举
旗帜、 继往开来、 团结奋进的大会， 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

预祝党的十九大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十九大新闻中心
举行酒会欢迎中外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新闻中心16日晚在北京梅地亚宾馆举行酒会，
500多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

据新闻中心提供的数据， 党的十九大受到国际国内媒
体的广泛关注， 3068名中外记者前来采访报道十九大， 其
中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达到1818人， 比十八大时增长
6.7%； 外国记者来自134个国家， 比十八大时增加19.6%，
遍布世界五大洲。

下期奖池：4271765199.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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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82 3 0 2
排列 5 17282 3 0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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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21 01 06 12 26 31 01+0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0

0

0 0

00

高举伟大旗帜 实现伟大梦想
———党的十九大献词

美国探索频道播放纪录片

《中国：习近平时代》
据新华社新加坡10月16日电 美国探索频道的三集电

视纪录片“China：Time� � of� � Xi”（《中国：习近平时代》）16
日晚完成首播，这是国际主流媒体首次播出全面、系统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节目。

该片于10月14日起一连三天在探索频道亚太电视网首
播，覆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泰国、马来西
亚等37个国家和地区的逾2亿收视户。

《中国：习近平时代》分三集。第一集“人民情怀”，讲述
中国精准扶贫、医改、教育、高铁建设等民生领域的故事，集
中阐释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第二集

“大国治理”，讲述供给侧改革、科技创新、环境治理等领域
的案例， 集中阐释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和成功实践。 第三集

“合作共赢”，讲述“一带一路”倡议、蒙内铁路、中欧班列等
故事，解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
示中国和平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机遇。

节目组采访了多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 包括澳大利亚
前总理陆克文、 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 英国学者马丁·雅
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等，深入解读中
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对世界的启示。

� � � �这一次，中国没有错过！
北京时间16日22时， 科学家们在多

国宣布成功探测到第一例双中子星引力
波事件， 人类首次窥见引力波源头的奥
秘。 我国包括南极巡天望远镜AST3-2、
国内第一颗空间X射线天文卫星慧眼望
远镜在内的多台设备参与观测引力波事
件，我国科研人员还借助引力波光谱解开
了宇宙中金、银等超铁元素的产生之谜。

寻到宇宙“黄金之源”
“中子星合并是宇宙的‘巨型黄金

制造厂’，借助引力波探究中子星，可以
让人类窥见金、银等超铁元素，是如何
在宇宙‘盛大焰火’中产生的。”中科院
紫金山天文台副研究员金志平参加的
国际团队，通过引力波光学信号的观测
和光谱分析确定，中子星合并确实是宇
宙中金银等超铁元素的主要起源地。

2017年8月17日，第4例引力波事件
发生后的第3天， 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
观测台LIGO又发现一个新的引力波信
号GW170817。与前4例黑洞合并所产生
的引力波不同，GW170817是一个由双
中子星合并产生的引力波。全球约70个
地面及空间望远镜从红外、X光、紫外和
射电等多个波段开展后续观测。

这其中，也包括中国架设在昆仑站
的南极巡天望远镜AST3-2。 身在南京
的中科院南极天文中心的年轻成员胡
镭， 是第一个注意到南极巡天望远镜
AST3-2“有情况”的人。

胡镭告诉记者，8月18日中午， 南极
团队获知引力波信号准确方位后，立刻调
整巡天望远镜角度，把望远镜观测角度拉
到极限，历时10天，每天2小时，终于在预
期坐标内看到了那个宝贵的亮点。

为那一秒的相遇，人类探寻百年
天体剧烈活动引起的时空扰动，好

比在浩渺的宇宙中央投下一颗石子，历
经10多亿年漫漫星系之旅，时空的涟漪
最终与地球邂逅1秒。 从1916年爱因斯
坦的预言， 到2016年2月首次确定探测
到引力波信号， 人类为了这最后1秒的
相遇，苦苦探寻百年。

自首次发现，人类“触波”的频率明显
加快。2015年12月、2017年1月和8月，人
类又先后探测到3次由双黑洞合并触发的

引力波。最新的一次，编号为GW170814
的双黑洞引力波被两台位于美国的LIGO
设备和一台欧洲“处女座”（Virgo）引力波
探测器同时找到。3台设备联手发现，大大
精确了引力波在太空中的方位，引力波探
索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五次引力波信号也是第一次中子
星合并引力波，更是引起了全球天文界的
一波狂欢。在8月17日的事件中，全球约

70个地面及空间望远镜从伽马射线、X
光、紫外、光学、红外和射电等波段开展后
续观测， 确认引力波信号来自地球约1.3
亿光年的长蛇座内NGC4993星系。

引力波天文学时代正在到来
201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

3名为引力波探测作出重要贡献的美国
科学家。 引力波天文学的时代正在到
来。

吴雪峰、金志平等研究人员预测，下
一个探测亮点应该是中子星、黑洞合并产
生的引力波事件。乐观估计，这一激动人
心的发现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就与人类
见面。此外，白矮星等天体合并产生的低
频引力波、以及宇宙开端大爆炸产生的原
初引力波，还有待进一步探寻。

在这个领域， 中国近年来相继提出
“阿里计划”“天琴计划”和“太极计划”，
在陆地和空间探测中低频和低频引力
波。

在“慧眼”的技术基础之上，中国科
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了专门探测
引力波闪的引力波高能电磁对应体全
天监测器项目（GECAM），并将其命名
为“闪电”。

据熊少林介绍，“闪电”不仅能够同
时监测全天随机爆发的引力波闪，而且
具有更低的探测阈值、更高的监测灵敏
度以及更好的定位能力，对引力波闪的
综合探测性能远超现有望远镜。如能顺
利立项，这有望使我国在引力波电磁对
应体的探测研究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韦大
明说：“引力波能帮人类洞悉整个宇宙
的起源。如果找到合适的引力波，人们
将有机会为大爆炸等一系列基本物理
假设找到证据。到那时，人类会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看到塑造宇宙的力量。”

（据新华社南京10月16日电）

又见引力波！

这一次，中国没有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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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收容员”走遍省内名山
14日下午6时左右， 夜幕降临，幸

子才吃了一份盒饭。此时，她已连续走
了8小时。

红色指甲，略施粉黛，戴着鸭舌帽
的幸子来自衡东县。2015年接触户外
运动的她， 此次担任活动中的“收容
员”，从始至终走在队伍最后，确保不
让任何选手掉队。 如若碰上队员中途
放弃，她必须要将其“收留”，联系转运
车将选手送回终点。

没有户外经验的记者走得慢，一路
上成为幸子的“陪伴”。幸子是个“坐不
住”的人，“每到周五，我就想着双休日
该去哪儿了。”她告诉记者，接触户外运
动以来，她已把省内名山“穿越”了个
遍，有时候也会将假期“攒”起来出省旅
游，“年轻的时候就该多出去转转。”

“菜鸟”装备业余意志强
“小姑娘，这双新鞋送给你。”走在

人群中的大四学生夏天， 脚上一双低
跟皮鞋让工作人员“看不下去”。“小姑
娘，补给点有吃的，你买那么多零食提
着不累吗？”刚换好新鞋的她又被身边
选手“取笑”，脸瞬间红了。

装备过于业余带来不少困难。没
穿运动服的她很快后背全湿，走到第3
个补给点已出现感冒症状； 换鞋之前
爬了山路，脚已磨出血泡；换鞋之后大
小不适， 又降低了速度……但这些困
难都没难倒她，丢掉了零食，扎起了长
发，她一步步跟着走，哪怕始终在队伍
最末端。

被问及参与穿越之旅的初衷，她有
点羞涩：“我听说是过来玩的，以为很轻
松。”她告诉记者，平时在学校以学业为
主，大四了想抓住大学生活的尾巴，“我
想趁现在做点从没做过的事。”

萌娃人小胆大获“点赞”
萌娃“早早”又来了。她4岁开始参

加“穿越大湘西”，现在6岁了依然是年
龄最小的选手。

“我跟爸爸去看了，我们得往右边
走！”小姑娘气喘吁吁爬上坡来喊道,看
到一行队员似乎迷失了方向， 早早主
动当起“探路员”。

6岁的早早已是“穿越大湘西”举
办以来的小红人。2015年，4岁的她首
次参与挑战， 在父母的陪伴下走完全
程。此后每一站，她都准时“打卡”。“大
自然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喜欢每天在
家玩电脑、看动画片。”她一脸稚气地
说。

一路上，早早动作利索，累了扶着
树休息，渴了自己拿出水壶，闷了哼起
《小苹果》， 甚至还不忘给身边的人打
气加油……行程中， 总能听见选手们
对她的“点赞”。

� � � �2017年“穿越大湘西”溆浦站（挑战组）15日落幕，约130名完赛选手中，女性占
三分之一,她们成为穿越途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穿越湘西“丽人行”

� � � �记者手记

最美的状态
周倜

“穿越大湘西”途中一个个女选手的倩影，
让人难忘。

爱美之心是 “讲究”： 脸上的妆容自然清
新，装备的颜色搭配得体，有位选手告诉我，这
是一种生活态度。

行囊满满是习惯：一路上随处可见女选手
中途停下打开背包，膏药、暖宝宝、风油精、纸
巾以及零嘴瓜子和花生……或为人母或为人
妻的她们早已被家庭生活“历练”出“爱操心”
的特质。

“耍耍脾气”是本色：行程艰难，天气骤寒，
女性的身子骨毕竟柔弱，时常可见有女选手蹲
在树下一脸“不悦”，有的更是嚷嚷着要退出，
身边的人只得停下来“哄劝”。

“说个没完”是天性：一路上，有女选手的路
段就有数不清的谈资， 从家长里短聊到国家大
事，从健身美容聊到网购海淘，从工作经历聊到
情感问题……让旅途多了一份热闹与乐趣。

如花般姹紫嫣红，她们各有韵味；如水般
淡然恬静，她们对人真诚温柔；如汉子般坚强
有力，她们未曾轻言放弃。

这大概是新时代的女性最美的状态。

� � � � 南极巡天望远镜AST3-2于今年8月追踪到一次重要引力波事件GW170817的
光学对应信号。此次引力波事件，让人类首次观测到双中子星合并产生的引力波及伴
随其产生的电磁现象。我国南极望远镜成功追踪并独立观测到该引力波光学信号，意
味着中国天文设备正加入国际关键天文事件的直接观测。图为2016年12月30日拍摄
的南极巡天望远镜AST3-2。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