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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
招待会举行

� � � �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招待会10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并致辞。

王岐山说，40年前， 中美两国领导人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出发，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政治勇气，作出中美建交的
历史性决定，掀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回望40年，中美关系历
经风雨，砥砺前行，取得当年人们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不仅给
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也有力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王岐山指出，近期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通电
话，并就中美建交40周年互致贺信，积极评价40年来中美关系的
历史性发展，为双方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双方要
始终牢记中美建交的初衷，坚持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更好造
福两国、兼济天下；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和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尊重彼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
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和管控分歧；要适应新的现实，不断寻找
和扩大利益交汇点，深化和推进务实合作，让两国人民有更多获
得感；要秉持开放的胸襟，顺应两国人民加强交流合作的愿望，积
极鼓励各界扩大交往，进一步夯实中美关系民意和社会基础。

王岐山表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无论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中国将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踏踏实实办好自己的事，
让中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中国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的
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
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美国在
内的世界各国必将从中国的发展进步中获得更大机遇和利益。

美国前总统卡特发来贺信指出，新时期美中两国关系的
建设者必须以独特的视野、勇气和开创精神来应对考验和机
遇。美中两国应携手共创未来，造福两国人民和全人类。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中美各界人士300余人出席
招待会。

王岐山出席并致辞

� � � �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1月7日至9日， 中美双方在北
京举行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 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
共识， 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
深入、 细致的交流， 增进了相互理解， 为解决彼此关切问
题奠定了基础。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商务部声明：

中美在京举行经贸问题
副部级磋商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
2018年12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2018年全年， 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1%。

12月份， 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七涨
一降。 12月份，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2.4%， 影响CPI上
涨约0.72个百分点。 其中， 鲜果价格同比上涨9.4%， 禽肉
类价格上涨5.4%， 鲜菜价格上涨4.2%， 畜肉类价格上涨
0.8%， 鸡蛋价格下降1.4%。

去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1%

�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
织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1999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
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对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加强
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夯实党
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随
着农村改革发展和形势任务的变化，该
条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要求和实践
需要，党中央决定予以修订。

通知指出，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
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全面
领导乡镇、村的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党
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推动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大抓农村党支部、建

强战斗堡垒，取得明显成效。当前，农村
改革不断深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动
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 不断满足农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必须把党
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来抓，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为农村改革发展
稳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

通知强调，《条例》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党
章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坚持问
题导向，总结基层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
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作出全面规
范， 是新时代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
基本遵循。《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坚持
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 打赢
脱贫攻坚战、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提高党的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 巩固党在农村
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指出， 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
的优良传统， 重视并抓好党的农村基层
组织建设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
各级党委（党组）一定要从巩固党的执政
基础的高度出发， 始终坚持农村基层党
组织领导地位不动摇， 特别是县级地方
党委要把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作
为管党治党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采取
有力措施，强化责任保障，推动《条例》落
到实处、见到实效。要加强学习宣传，利
用报纸、广播、电视和手机、网络等媒介，
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等方式，使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深入领会《条
例》精神，尤其要宣传到每一个农村党支
部，使其全面掌握《条例》内容，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 真正
贯彻落实好《条例》。要组织开展培训，把

《条例》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内容和党校（行政学院）教育课程，
对县、乡、村党组织书记进行专题轮训，
提高做农村基层工作、 抓农村党支部建
设的本领。 要加强监督检查， 及时解决
《条例》贯彻落实中的有关问题。中央组
织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指导，确
保各项规定得到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条例》全文，请扫新湖南二维码

� � � �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昆仑队9日在昆仑站完成南极太阳多色望远镜安装。 这是昆仑站首台白昼天文观测设备，
可在极昼期间对太阳进行连续观测， 同时开展空间碎片观测。

图为南极太阳多色望远镜在昆仑站完成安装。 新华社发

中国科考队员在昆仑站安装太阳多色望远镜

洪江马拉松
3月31日鸣枪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周倜）
记者今天从组委会获悉，2019洪江黔阳
古城国际半程马拉松将于3月31日上午
8时鸣枪开跑。 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
共8000名马拉松爱好者相约古城，一路
畅跑。

本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 洪江市
人民政府主办。 赛事共设半程马拉松、
10公里、迷你马拉松、亲子马拉松。 半程
马拉松拟参赛人数设为3500人，选手将
从世纪广场出发，途经雪峰大道、黔城大
桥、洪黔公路、百丈桥等，一路领略古城
的秀美风景与人文风情；10公里拟参赛
人数为1000人，选手将沿滨江路、冰心
路、龙标大道、雪峰大道等主干道一路向
前； 迷你马拉松与亲子跑拟参赛人数共
3500人且参赛线路一致， 距离虽只有4
公里，但选手依旧能在“短暂的旅途”中
感受古城风貌。

据悉， 本次2019洪马在奖项设置
上，除公开组奖金外，还设有中国籍选手
特别奖、 湖南籍选手特别奖及怀化市民
奖，奖金可累计，半程马拉松个人奖金最
高可达28000元。 目前报名已全面开启，
跑步爱好者可登录“洪江黔阳古城国际
半程马拉松”赛事官方网站参与报名。

� � � �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王亮）1月11日21时30分，国足将
进行本届亚洲杯的第二场小组
赛，对手是菲律宾队。好消息是老
将郑智禁赛结束，可以出场，他在
今天的赛前发布会上表示：“期待
连胜，提前出线”。

菲律宾队在亚洲足坛一直
未有佳绩， 但本届亚洲杯声势有
些大。据了解，这支菲律宾队是典
型的“雇佣兵”球队，有5至6名德
国球员，1至2名西班牙球员，还
有一名丹麦守门员， 球队教练是
名帅埃里克森， 球队打法是典型
的欧洲风格。 在与韩国队的首场
比赛中，菲律宾队表现不俗，仅以
1球落败。

国足主帅里皮公开表示，“这
支球队虽然被称之为菲律宾队，
但实际是一支欧洲球队， 明天的
比赛将会非常残酷。”

对手不好对付， 关键是做好
自己。 将解禁复出的郑智说：“全
队对于第二场比赛充满了期待，
希望尽快完成小组出线的目标。
明天的比赛一定非常困难， 但我
们会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尽管已
是38岁“高龄”，但经验丰富的郑
智对里皮的排兵布阵依然有很
大的战术意义， 作为球队的精神

领袖， 他的出场也能加强球队的
意志力。

此外， 首战出现伤病的武磊
目前恢复良好， 已向里皮主动请
缨， 希望能在与菲律宾队的比赛
中出场。

由于第三场小组赛的对手是
实力强大的韩国队， 国足如果想
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的确还是要
拿出百分百的战斗力， 争取击败
菲律宾队。

目前国足所在的C组中，国
足与韩国队同为1胜，但因为进球
多，暂列小组第一。只要第二场比
赛能如愿击败菲律宾队， 国足就
可以锁定小组前两名， 从而提前
晋级。

10日的一场比赛中，约旦队
2比0击败叙利亚队，从而以两战
全胜的出色表现， 成为本届亚洲
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的球队。

国足今日迎战菲律宾

郑智出战盼连胜

阿联酋亚洲杯 2019.1.5-2.1

赛程速递
11日19∶00

巴勒斯坦VS澳大利亚
11日21∶30 中国VS菲律宾
12日 0∶00

韩国VS吉尔吉斯斯坦

1月10日赛报
卡塔尔2比0黎巴嫩

泰国1比0巴林
约旦2比0叙利亚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10 4 2 5
排列 5 19010 4 2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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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 � � � 1月10日， CBA常规赛第30轮比赛
中， 上海队主场以103比120不敌山西
队。 图为上海队球员弗雷戴特 （右） 在
比赛中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 � � �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陆慷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
高度评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中朝
迎来建交70周年之际、 新年伊始对中国
进行访问，中方愿同朝方保持高层交往、
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朝
关系在新的时期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陆慷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
金正恩委员长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会见、
会谈。 两国领导人就中朝关系和共同关
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了重要共
识。双方还通报了各自国内的形势。

他说，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
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
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
的方针。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朝关系在
2018年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双方以实
际行动展示了中朝友谊的强大生命力，
彰显了中朝共同致力于推动半岛问题政
治解决进程的坚定意志。

“中方愿同朝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
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
在新的时期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持续推
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更好造福两
国人民， 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
繁荣作出积极贡献。”陆慷说。

外交部：

中方高度评价金正恩
在中朝建交70周年之际访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