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个移植子宫内孕育宝宝
在西京医院出生

据新华社西安1月23日电 记者23日从空军军医大学
西京医院了解到， 中国首个移植子宫内孕育宝宝日前在该
院出生， 标志着我国在生殖医学子宫因素不孕治疗领域取
得突破性成就，同时在子宫移植领域走在国际前列。

2015年11月20日，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专家团队
实施中国首例人子宫移植手术， 成功将母亲的子宫移植
给先天无子宫的女儿杨华（化名）。2019年1月20日18点
19分， 伴随着一声啼哭，26岁的杨华在西京医院妇产科
平安诞下一名体重2公斤、身长48厘米的健康男婴。经陕
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检索，这是中国第一个、全球第
14个在移植子宫内孕育出生的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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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
格， 是党之所以能不断战胜风险挑战、从
胜利不断走向新胜利的重要原因。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
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
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的事业长远
发展， 深刻审视党自身面临的风险考验，
明确提出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饱含忧患意识
的重要讲话，对于我们防范化解党的建设
领域重大风险，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
略性成果，具有重大意义。

穿过岁月的风烟，党的苦难辉煌史告
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
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 就在于她勇于直面各种风险挑
战，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以自

我革命精神锻造和锤炼自己。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自
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清除了党
内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态展现新
气象，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
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党在新时代新征
程中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为实现
党和国家事业新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是显著的， 但这
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现在，
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 我们党面临的挑
战和风险更加复杂。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强调的： 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 改革开
放考验、 市场经济考验 、 外部环境考验
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党面临的精神懈
怠危险、 能力不足危险、 脱离群众危险、
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 这
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大判断。 我们面
临的任务越繁重， 风险考验越大， 越要

发扬自我革命精神， 坚持不懈同自身存
在的顽瘴痼疾作斗争， 保证党永葆生机
活力。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越是形势
复杂、挑战严峻，越要发挥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全党要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
一，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
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中华民族正处在
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的改革发展正
处在克难攻坚、 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迫
切需要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关键时顶得
住的干部。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零容忍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打击腐
败的力度丝毫不能削减，必须以永远在路
上的坚韧和执着，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
坚战、持久战。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我们党就一定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战
胜各种风险挑战，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主心骨。

我们党怎样才能长期执政？74年前的
“延安窑洞对话” 和70年前的 “西柏坡赶
考”，都给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
者失天下”的答案。全党同志务必牢记，一
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
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
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坚持以自我
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
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
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
阻，在新时代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实现亿
万人民的伟大梦想。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载1月24日
《人民日报》）

勇于自我革命，战胜风险挑战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
慰问帮扶全国道德模范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在2019年新春佳节即将来
临之际，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开展慰问帮扶全国道德模范
活动，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关爱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温暖。

今年，在组织各地调查摸底基础上，中宣部、中央文
明办拿出近400万元专项资金， 对生活困难的48名全国
道德模范及其家属进行帮扶。近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
派出慰问组，深入基层，分赴26个省（区、市），登门看望慰
问全国道德模范，转达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问候，送上帮
扶资金和新春祝福。

线上线下融合
新零售带来消费新体验
杭州市民陶女士已经习惯了每天下

班后到家附近的盒马鲜生店，现场购买食
材，厨师现场制作，吃完再回家；北京的张
女士则习惯了下班前在盒马鲜生App上
下单，指定好送货时间，人到家食材也正
好送到，再也不用在冰箱囤蔬菜水果了。

记者调查发现，在大数据、云计算等
科技的加持下，新零售概念兴起，开始改
变不少人的消费习惯。自助结账、刷脸买
单、 最快30分钟送货上门等便捷的购物
方式“吸粉”不少。

电子商务研究专家曹磊表示，新零售
模式下，传统零售与电商之间是一种相互
包容、相互弥补的关系，线上与线下相互
引流，线上展示、销售商品，线下让商品更
真实可触，同时为线上解决最后一公里问
题及售后服务。

电商布局实体店
实体店开辟线上渠道
记者调查发现，新零售其实模糊了线上

和线下的界限。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纷纷布

局线下实体店，而传统商超、传统零售企业
通过引入线上渠道布局抢滩新零售市场。

记者粗略统计发现，阿里、美团、京东
等大型互联网企业纷纷布局线下实体店，
截至目前开设了200多家线下门店，而且
均有计划加大门店扩张数量。

传统零售商则纷纷对门店进行数字化
改造，引入扫码支付、自助结账、配送到家

等服务，加速线上线下渠道融合。比如，传
统超市永辉一方面开出数十家新零售概念
的“超级物种”，一方面在传统店面推出线
上下单送货到家服务； 苏宁去年在全国开
设了4000多家“苏宁小店”，步步高集团也
进军社区生鲜新零售业态， 在长沙开设百
余家“好爸爸社区生鲜店”。

记者发现，新兴的新零售实体店多以

生鲜产品和日用品为主。随着新零售概念
的火爆，咖啡、母婴产品甚至汽车都纷纷
开始用新零售打破传统销售模式。

据零售业内不完全统计， 在我国20个
大类的行业中，包括农林牧副渔、计算机、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和商务服务、教
育、文化体育和娱乐等行业在内，已有15大
类行业明确将新零售的理念引入。

新零售如何助力消费市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8万亿元， 同比增
长9.0%。业内人士表示，在新技术推动以
及日益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支撑下，新兴
业态和传统业态融合成为消费市场供给
的重要途径。

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对实体零
售企业加快结构调整、 创新发展方式、实
现跨界融合、不断提升商品和服务的供给
能力及效率作出部署。

不少零售企业已经切实感受到新零售
的推动力。 苏宁零售技术研究院院长王俊
杰表示，新零售模式下，线下门店最终会将
消费者购买力反哺到线上。“苏宁极物”的
线下门店开业后， 对线上的销售产生正面
影响，线上营业额提升25%。有市场分析预
测， 未来数年新零售将保持年复合增长率
超过100%的高速增长，2022年整体市场
规模将达1.8万亿元，成为消费持续增长的
重要推动力。 （据新华社杭州1月23日电）

零售“进化”

新零售能否激发消费市场？
� � � �逛超市买海鲜，现场就能烹
饪加工，吃完再回家；没有收银
员，24小时售货，刷脸就结账；蔬
菜水果店、 便利店开进社区，下
楼就能满足生活所需……

越来越多的新店面出现在
各大城市，这些冠以新零售标签
的实体店，让不少习惯了网购的
消费者再次回归线下购物。

新
华
社
发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25日0时， 国足将在亚洲杯8强赛中
迎战劲敌伊朗队。尽管实力弱于对手，球
队阵容捉襟见肘， 国足主帅里皮表示：
“谁又想到巴林队能在常规时间内逼平
韩国队？所以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伊朗队，亚洲足坛的传统豪门，世界
排名高居亚洲第一。本届亚洲杯，伊朗队
4场全胜0失球， 是表现最好的球队。与
过去相比，如今的伊朗队更细腻，技战术
素养也更高。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面

对顶级劲旅西班牙队， 伊朗队踢得很有
章法，把“斗牛士”惊出一身冷汗。

回顾历史交锋和近期交手记录，国
足面对伊朗队负多胜少，从球员实力和
技战术能力来看，国足和伊朗队的确有
差距。里皮24日在发布会上坦承：“伊朗
是最强的亚洲球队之一，他们参加了去
年世界杯。伊朗球员在身体上有明显优
势，个人能力、组织配合都非常出色。”

伊朗队目前人员齐整，国足则是个
“残阵”。于汉超因伤已提前回国，张琳
芃累计两张黄牌确定缺席中伊之战。被

寄予厚望的武磊在中韩之战就是带伤
上阵，22日的训练中， 主力中卫冯潇霆
又传出突发伤病的消息。

不过， 据24日训练后的最新消息，
国足的诸多伤员恢复不错。为了保险起
见， 国足教练组会根据24日的训练反
馈，对出场阵容做最终的决定。里皮表
示：“我们要避免失误，争取完美地执行
战术，也希望运气能来到我们这边。”重
压之下，唯有拼字当头。只有放手一搏，
才能拼出更多的机会，而前锋把握机会
的能力，将成为国足的胜负手。

省羽毛球队
“牵手”YONEX

� � � �湖南日报1月23日讯（记者 王亮）湖南省羽
毛球队与羽毛球品牌YONEX（尤尼克斯）签约
仪式22日在长沙举行。 除了为省羽毛球队提供
专业装备，YONEX还将与省羽毛球队就羽毛球
推广、青少年培养以及公益事宜展开合作。

湖南省羽毛球队1958年成立，涌现了唐九
红、龚智超、龚睿那、鲍春来、田卿等世界名将。
省羽毛球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夏学海说：

“与YONEX合作，既有利于湖南羽毛球发展的
优化升级， 也能进一步提升YONEX的影响力
和知名度。”省羽乒中心副主任、2012年伦敦奥
运会冠军田卿告诉记者， 与YONEX的合作为
2019年球队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据介绍，未
来几年，省羽毛球队的工作将围绕2020年东京
奥运会和2021年陕西全运会展开。

国足25日0时迎战伊朗队

里皮：一切皆有可能阿联酋亚洲杯 2019.1.5-2.1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记者23日从退役军人事
务部了解到， 中韩双方决定将于清明节前交接第六批在
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23日上午， 退役军人事务部与韩国国防部在北京就
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事宜进行了磋
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会谈纪要。根据双方磋商达成
的共识，韩方将于2019年4月3日向中方再次移交一批在
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 双方将于4月1
日在韩国共同举行装殓仪式。

第六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将于清明节前接回国

� �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3日表示，
美国声称要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请求，既不符合国际
法，也不具备任何正当性，实质上是一种科技霸凌行为。

华春莹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作上述
表述的。

她指出，美方声称要向加拿大提出的引渡请求，实质上
是涉及美国对伊朗制裁法案问题。但是正如大家所知，华为
已多次声明其遵守业务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我想
特别强调， 中方反对美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外对伊朗实
施单边制裁的立场是一贯的。 在安理会框架外对伊朗实施
的单边制裁，本身就不符合国际法，遭到了全世界包括美国
盟友的反对。加方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持反对立场的。”她说。

华春莹表示，美方行为从根源上讲既不符合国际法，也不
具备任何正当性，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性，实质上是一种科技霸
凌行为。大家对美方的真实目的看得很清楚，就是无所不用其
极地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遏制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国际社
会所有有识之士和正义人士都应该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外交部：

美国要求引渡孟晚舟
实质是科技霸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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