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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月12日就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 惊悉贵国
一架客机坠毁， 造成全体乘客和机组人

员不幸遇难。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对所有遇难
者表示沉痛的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表示
深切的同情和诚挚的慰问。

同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
据新华社莫斯科2月11日电 俄罗斯

紧急情况部官网11日发布消息说， 当天
在莫斯科市远郊坠毁的安-148客机上的
总共6名机组人员和65名乘客，其中包括

3名儿童，全部遇难。目前失事客机的一
个黑匣子已被找到。

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领事部向俄
紧急情况部了解， 目前从失事客机的乘
客名单来看，该飞机上应没有中国乘客。

� � � �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2月10日18
时许， 香港新界大埔公路发生重大交通
事故，一辆公交双层巴士失事侧翻，造成
19人死亡、60多人受伤。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迅速采取应急措施予以处置。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第一时间了解有
关伤亡和救助情况， 指示中央政府驻香港联

络办负责人向林郑月娥行政长官转达他对此
次事故遇难者的哀悼、 对遇难者家属及受伤
者的亲切慰问， 并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全力做好遇难者善后、 受伤者救治及其家属

抚慰等工作。 习近平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及时开展有关应急处置工作予以肯定。

李克强、 张德江也请中央政府驻香
港联络办转达哀悼和慰问。

时事·体育

� � � �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王亮）
2月12日下午， 平昌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
U型池资格赛结束， 中国选手刘佳宇以
87.75分排名第二，蔡雪桐以69.00排名第
六，两人顺利进入决赛。

本项比赛共有24人出战，资格赛分
两轮，取选手单轮最高分数，排名前12
位的进入决赛。今天的比赛风很大，导致
在旁边进行的女子坡面障碍技巧第三轮

决赛取消，U型池虽然坚持开赛，但比赛
中突如其来的强风， 还是给一些选手带
来麻烦。

中国有四位选手参赛，分别是李爽、
刘佳宇、蔡雪桐以及邱冷。其中老将刘佳
宇发挥稳定， 两跳分别是87.75分和41
分，成功排名资格赛第二名，名将蔡雪桐
两跳成绩分别是65.75分和69.00分，最
后排在第六位。 李爽和邱冷两跳都有明

显失误，最终分别位列第18和16位。
蔡雪桐曾经夺得过2015年和2017

年两届单板滑雪锦标赛女子U型场地冠
军。刘佳宇也拿到过2009年单板滑雪锦
标赛女子U型场地冠军， 两人在本届冬
奥会上都具备了冲击奖牌的实力。

夺冠最大热门， 美国韩裔选手克洛
伊·金两跳分别拿到91.50分和95.50，高
居第一。该项目决赛将于13日进行。

� � � �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王亮）
13日， 2018赛季亚冠联赛正式展开争
夺， 上海上港队和天津权健队将代表
中超球队率先亮相， 其中18时上港队
客场挑战日本川崎前锋队， 20时权健
队主场对阵香港杰志队。

上港队和权健队在附加赛中顺利
取胜， 成功晋级正赛， 踢了一场附加赛
也让两支球队提前进行了预热。 正赛
首轮， 两支球队面临的挑战不尽相同。

位列F组的上港队首轮客场挑战川
崎前锋队， 是场硬仗。 这是两支球队的
首次交锋， 但日本球队一向不好对付。
此前上港在亚冠赛场有过8次与J联赛球
队交锋的经历， 交战记录为4胜1平3
负， 但近3战1平2负不胜， 而且最近3
次做客日本都是输球而归。 休赛期上
港队在阵容上未做大的调整， 默契是
他们的优势， 关键还是在临场发挥。

E组的权健队是首次出征亚冠，他

们正赛首秀值得期待，因为对手相对弱
一些。香港杰志队被誉为港超联赛的“恒
大队”，但毕竟港超和中超的实力有一定
距离，权健队的整体实力明显优于杰志
队。本赛季，权健队提出了小组出线的目
标，本场比赛是必须取胜的一场。

14日， 另外两支中超球队将亮相，
分别是15时广州恒大对阵泰国武里南
联队， 18时上海申花队客场挑战日本
鹿岛鹿角队。

冬奥单板滑雪女子U型池

刘佳宇蔡雪桐晋级决赛

亚冠正赛今日开踢

上港迎硬仗，权健盼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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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遇难者表示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者表示慰问

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香港大埔重大交通事故造成19人死亡60多人受伤

俄罗斯失事客机无人生还

下期奖池：486593398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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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43 0 7 9
排列 5 18043 0 7 9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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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9 10 11 19 21 28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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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理论春风吹拂求知心田
———《新时代面对面》受到读者欢迎

在基层社区和高校举办交流座谈会、 向基层干部群众
赠书、专家学者撰写书评……连日来，通俗理论读物《新时
代面对面》来到越来越多人身边，帮助读者解答实践困惑、
廓清思想迷雾、笃定理想信念，让理论的春风吹拂人们求知
若渴的心田。

作为“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的最新成员，由中央宣传
部理论局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撰写的《新时代面
对面》，对如何理解党的十九大鲜明主题等13个问题，作出
了深入浅出的解读阐释， 有助于人们全面准确理解党的十
九大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新时代面对面》很接地气，读起来就像面对面交谈一
样，越看越爱看。”在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街道报国寺社
区举行的《新时代面对面》交流座谈会上，社区居民邵立华
道出自己的读后感。

这次座谈会上， 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们抓住与专
家学者面对面交流的宝贵机会，表达对《新时代面对面》的
喜爱，踊跃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

《新时代面对面》不仅秉承了“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权
威准确、通俗易懂的一贯风格，还针对新形势下读者的阅读
习惯特点进行积极创新，制作了音频在线听书、扫码延伸阅
读等栏目，增加了信息量和传播力。

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座谈会上，《新时代面对面》 清新的
文风和新颖的形式，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学生韩绮颜说，
这本书与众不同，解读深奥理论如抽丝剥茧，逻辑清晰，说
理透彻。

2月3日，《新时代面对面》 赠书活动在长沙理工大学举
行。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蓝茵茵说，《新时代
面对面》是一本读懂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青春之书，对于
高校教师来说，是一本武装头脑、提高能力的智慧之书。

一些专家学者表示，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是《新时
代面对面》的特色所在、优势所在，也是其成功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崔唯航认为，《新时代面
对面》在阐释问题时，自觉把理论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关切
的实际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从群众切身的实践出发，用群众
的视角切入问题展开论述，使得对问题的阐释既有深度，又
不乏温度，既深入问题的核心，又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拉近
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 � � � 2月12日， 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资格赛在凤凰雪上公园举行， 图为中国选手刘佳宇在比赛中。 她在资格赛中以
87.75分的成绩晋级决赛。 新华社发

过节，安全是底线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年关已近， 佳节将至。 人们沉浸在
喜庆祥和气氛中的同时， 更要加强预防
安全事故、 严守安全底线， 莫让小漏洞
铸成大灾难。

安全生产涉及到人民生命和财产安
全， 历来是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的
领域。 回顾2017年， 虽然在生产安全事
故总量、 死亡人数、 重特大事故等方面
继续呈现下降态势， 但事故总量较大、
重特大事故部分时间段高发等问题仍较
为突出。

安全生产无小事 ， 事故警钟应长
鸣 。 在2017年的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
中， 部分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依然存在
工作 、 执法失之过宽 、 失之过软的情
况， 部分生产部门采取的安全措施流于
形式、 止于口号， 部分从业人员的安全
生产规范不过脑 ， 安全生产意识不走
心。

春节期间预防安全事故有其特殊
性。 一方面， 受低温、 雨雪、 冰冻等极
端灾害性天气影响， 事故更易发多发；
另一方面， 群众出行和大型群众性活动
增多， 同时受节日氛围影响， 容易让人
麻痹大意。 因此， 节日期间， 更要强化
监督管理， 加强查缺补漏。

对于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 作为行
业领域的责任主体， 必须按照法律法规
程序加强监督执法， 加强铁路、 公路、
水路、 民航、 城市等公共交通的安全执
法监管； 强化节日期间烟花爆竹生产、
运输、 销售等各环节的安全监管， 同时
严防拥挤、 踩踏等伤亡事故。

对于生产企业， 作为行业领域的生
产主力， 必须依法履行自身应当承担的
安全生产职责， 不要为了赶工抢工、 突
击生产而导致安全生产事故， 切勿为了
贪图小利而置企业未来和员工生命于不
顾。 倘若心存侥幸， 终将 “人财两空”。

对于从业员工， 作为行业领域的参
与群体， 必须时刻强化安全生产意识，
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程序进行生产， 面对
所处企业从事违法违规行为时， 有权利
和义务站出来说 “不”， 这不仅是为个
人着想， 更是为企业乃至社会着想。

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 唯有常抓不
懈， 才能防患于未然。 节日期间， 安全
生产任务更重， 更要时刻绷紧安全意识
这根弦， 保障一个平安、 欢乐、 祥和的
春节。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新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