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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30日主持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闭
幕会。 在会议完成各项表决事项后， 张
德江发表讲话。

张德江说， 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议
程十分重要， 意义十分重大。 会议期
间，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学习、 深刻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全会精神， 认真学习讨论中

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使命担当， 全票通
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宪法
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和宪法修正案草案，
决定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
议， 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付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重大政治任务。

张德江指出， 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
案草案， 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
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

法， 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
新经验新要求。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宪法修改的总体要求和原则， 在总体
保持我国宪法连续性、 稳定性、 权威性
的基础上推动宪法与时俱进、 完善发
展， 必将更好地发挥宪法的规范、 引
领、 推动、 保障作用， 更好地为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张德江强调， 全国人大常委会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全会精神， 坚定坚持党的领
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 以这次修宪为契机， 全面担负起宪
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 深入推进科学
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
法， 继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加强对宪法法律实
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推动依法治国、 依
宪治国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将于3月3日召开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日前， 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全文另发），决定全国政协十三届
一次会议于2018年3月3日在北京召开。

日前， 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决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草案）已经全国政
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建议提交全国
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审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将于3月5日召开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30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将于2018年3月5日召开。

决定建议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议程是： 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审查
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草案的报告；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
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和决定任命国家机构组成人员等。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闭幕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13 2 3 8 5 1 6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317096.8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030 7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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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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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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通过关于提请审议
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

骆惠宁当选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楼阳生当选山西省省长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30日选
举骆惠宁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选举楼阳生为省长。

车俊当选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袁家军当选浙江省省长

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30日选
举车俊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选举袁家军为省长。

王东明当选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尹力当选四川省省长

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30日选
举王东明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选举尹力为省长。

李伟当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吉宁当选北京市市长

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30日选
举李伟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选举陈吉宁为市长。

洛桑江村当选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齐扎拉当选西藏自治区主席

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30
日选举洛桑江村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选举齐扎拉为
自治区主席。 （均据新华社电）

孙志刚当选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谌贻琴当选贵州省省长

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30日选
举孙志刚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选举谌贻琴为省长。

胡和平当选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国中当选陕西省省长

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30日选
举胡和平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选举刘国中为省长。

谢伏瞻当选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润儿当选河南省省长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30日选
举谢伏瞻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选举陈润儿为省长。

春节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

中组部划拨15670万元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对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的关怀帮助。日前，经中央
领导同志同意，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15670万
元， 专门用于2018年春节期间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
员，重点是贫困地区、受灾地区、困难单位的生活困难党员和老
党员，生产工作一线、脱贫攻坚一线的党员干部，以及村（社区）
老骨干、因病致贫的特困群众和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庭。

中央管理的党费有严格的使用方向和审批手续， 补助
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是其中一个重要项目。 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央管理党费共划拨5.5亿元，专门用于春节期间走
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

� � � � 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分别定于2月9日至25日
和3月9日至18日举行。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本月1日在新年贺词中
首次表示朝鲜有意参加冬
奥会， 强调有必要在新的
一年改善朝韩关系， 得到
韩方积极回应。 朝韩3日重
开板门店联络热线。

朝韩9日在板门店举

行高级别会谈。 这是双方
两年来首次正式对话。

经过连续磋商， 双方
商定， 朝鲜参加平昌冬奥
会， 南北联合组队参加女
子冰球比赛， 朝韩代表团
在开幕式共同入场。

双方还将做一系列文
体交流， 包括朝方派艺术
团访韩演出， 南北滑雪运
动员在朝鲜联合训练。

� � � �朝鲜1月29日晚通知韩国方面， 取消原定2月4日在朝鲜金
刚山地区举行的朝韩联合文艺演出。韩国政府对此深表遗憾。

朝韩围绕平昌冬奥会的合作交流遭遇小波折并不令人意
外，因为和平与和解进程从来不可能一蹴而就。

� � � � 据韩国统一部发布的消息，朝
方在通报中说， 韩国媒体持续发布
舆论侮辱朝方有关参加平昌冬奥会
的具有诚意的措施， 甚至对朝鲜内
部的庆祝活动说三道四， 在此情况
下不得不取消联合文艺演出。

继本月9日朝韩高级别会谈就朝
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等事项达成一致
后， 朝韩17日在实务接触中商定，冬
奥会开幕前在朝鲜境内金刚山地区
举行朝韩联合文化活动。

韩国政府对朝鲜单方面通报取
消原定活动深表遗憾，同时强调，迈
出改善韩朝关系的第一步不容易，
南北应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

履行好已经达成协议的事项。
韩国媒体猜测，朝方所说内部庆

祝活动是指建军节阅兵。今年是朝鲜
人民军建军70周年。朝鲜23日宣布把
建军节改回2月8日，恰好在平昌冬奥
会开幕前一天。

这是朝鲜本月第二次临时改变计
划。此前，朝方在19日通知韩方
定于次日派艺术演出考察团
赴韩为朝鲜艺术团访韩演
出提前踩点，当天深夜突然
通知取消这一计划。20日，
朝方又通知韩方21日
再派考察团，但没说明
计划变更原因。

� � � � 朝韩就平昌冬奥会展开一系
列合作与交流， 引发韩国保守派
政党和部分媒体不满。 最大在野
党自由韩国党甚至声称， 平昌冬
奥会成了“平壤冬奥会”。 而韩国
保守派舆论最近指责朝鲜阅兵会
破坏冬奥会和平氛围， 这在朝鲜
看来不可接受。

朝方先前也曾自泼冷水， 出言
警告冬奥会相关事宜“可能生变”，
加上随后这两次临时改变主意，均

反映出朝韩围绕北南关系转圜主导
权的博弈。

借助参加冬奥会， 朝鲜给韩国
文在寅政府出了三道考题： 一是停
止与美国联合军演， 在同盟和同胞
之间“二选一”；二是北南只谈民族
和解合作，不谈核问题；三是管控国
内保守派舆论。

既想推进“冬奥外交”改善南北
关系， 又要顾及韩国国内舆论和美
国态度，着实考验青瓦台功力。

深度分析

新闻事实

� � � � 朝韩以冬奥会为契机恢复对
话、 谋求合作， 备受世界关注和期
待。不过，和平与和解进程不可能一
蹴而就，坎坷曲折也属正常。

小波折暂不至于影响朝韩冬奥
合作大局。 难得的对话氛围值得倍
加珍惜，双方应理性行事，真诚落实

业已达成的协议。
朝韩和解， 冬奥会圆满成功，国

际社会乐见其成。更希望双方都能秉
持理解与尊重的精神，在冬奥会之后
继续通过对话缩小分歧，增进和解与
信任。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第一评论

半岛回暖生波折 冬奥外交有难题
背景链接

� � � � 湖南日报 1月 30日讯 （记者
周倜 ） 2018赛季亚冠联赛最后一
轮资格赛今日打响。 首次亮相亚
冠的天津权健以2比0战胜菲律宾
谷神星队， 上海上港1比0战胜泰
国清莱联队， 两队携手获得正赛
资格。

尽遣主力的天津权健在比赛中
占据主动。 第18分钟， 王永珀左路
角球传中落点极佳， 莫德斯特小禁
区线上力压后卫头球攻门， 权健率
先取得进球。 下半场， 已有一球入
账的权健采用更直接的进攻打法，
第57分钟， 帕托将球挑到对方防线
身后， 莫德斯特前插形成单刀之

势， 梅开二度， 帮助权健锁定胜
局。

另一场比赛中， 上海上港坐镇
主场迎战泰国清莱联队。 第48分
钟， 于海的头球破门， 成为本场比
赛的唯一入球， 上港队顺利挺进亚
冠正赛。

晋级正赛后， 权健队进入亚冠
E组， 同组对手分别是全北现代、
香港杰志和柏太阳神队， 权健队小
组赛首轮将在2月13日对阵香港志
杰队。 上港队进入F组， 同组对手
有川崎前锋、 墨尔本胜利以及蔚山
现代队， 上港队首轮2月13日将迎
战川崎前锋队。

权健上港携手晋级亚冠正赛

� � � � 湖南日报 1月 30日讯 （记者
蔡矜宜） 援乌拉圭第二期体育教练
技术援助项目欢迎仪式29日在湖南
训练基地举行， 从2018年至2020
年， 乌拉圭将每年派10支运动队、
百余人来华训练。

为帮助乌拉圭运动队提升在
国际综合性及单项赛事运动成绩，
2016年中国政府实施了援乌拉圭
体育教练技术援助项目， 本项目
是双方合作的有机延续。 今后三
年每年1月至4月间， 乌方运动队
不超过117人来华训练 ， 每次94

天。 每年乌方运动员来华训练期
间， 乌体育秘书处不超过12名体
育技术官员及记者来华考察12天。
期间， 中方每年也将派遣不超过
14名教练和翻译赴乌执教， 并配
套提供举重、 柔道等9个项目的部
分训练器材。

受中国商务部委托， 本次援助
项目由中国体育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有限公司承担。 中方将为乌拉圭运
动队在华训练配备高水平教练员，
提供优良的训练设施器材和食宿休
闲医疗等条件。

援乌拉圭第二期
体育援助项目在湘启动

中国“慧眼”开“眼”
“看”引力波“探”极端宇宙之光

� � � �记者从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获悉，1月30日，我国首颗X射线
天文卫星“慧眼”交付使用。“慧眼”正式开工，意味着我国高能天文研
究进入空间观测的新阶段，对提高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的国际地位和
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 � � �交付仪式上， 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任
务局副局长于英杰宣读了“慧眼”在轨测试
“成绩单”：在轨测试期间，有效载荷工作原
理和科学应用系统得到验证， 取得初步科
学成果。卫星在轨运行稳定，状态良好，具
备交付用户使用的条件。

2017年6月15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

功发射后，中国“慧眼”在轨测试期间干了不少
漂亮的“大活”：多个天区的扫描成像观测和对
特定天体的定点观测；伽马射线暴监测等应用
测试。验证了卫星的各项功能和性能，取得了
银道面扫描监测、 黑洞及中子星双星观测、伽
马射线暴、引力波电磁对应体探测、太阳耀发、
特殊空间环境事件等初步科学成果。

� � � �“慧眼”卫星工程是研究黑洞、中子星
等致密天体前沿问题的自主创新重大空间
科学项目，由国防科工局、财政部批复立项
研制， 国家民用航天和中科院空间科学战
略性先导专项共同支持。

中国“慧眼”有何特点？基于我国学者
原创的探测方法，采用直接解调成像方法，

解决了低成本探测器高精度成像问题，实
现宽波段、大有效面积、高时间分辨率的空
间X射线观测。此外，“慧眼”有效载荷种类
全、规模大，探测模式多，能段基本覆盖整
个X射线谱段，在世界现有X射线天文卫星
中，具有先进的暗弱变巡天能力、独特的多
波段快速光变观测能力。

� � �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慧眼”卫星总
师潘腾信心满满。“人类历史上，中国人曾经
首次记录了极端宇宙现象的光芒———1054
年，北宋人首次记录了超新星爆发。千年后
的今天，‘慧眼’及其后续者必将再现新时代
‘发现极端宇宙’的辉煌。”

在“慧眼”卫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张双南看来，“慧眼” 发射

和开工，标志着我国新时代“发现极端宇宙”
事业的新起航。“这是中国科技的千年复兴。”
张双南说， 我们的梦想是通过探索发现中子
星和黑洞新现象———详测发现中子星和黑洞
新物理———深巡发现宇宙演化中“丢失”的重
子物质和宇宙大爆炸起源机制三步走， 逐步
实现对‘发现极端宇宙’国际大科学计划的中
国引领。”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 � � � 1月28日，在韩国忠清北道镇川国家队选手村，
朝韩女子冰球首次进行联合训练。 新华社发

测试“成绩单”亮眼1

中国“慧眼”慧在哪儿2

极端宇宙的“光芒”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