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两个月前，欧冠16强抽签结果揭晓，抽到穆里尼奥
执掌的曼联后，巴黎人笑了；两个月过去了，由索尔斯克
亚接过教鞭的曼联来了个“72变”———豪取10胜1平，重
返英超四强，而此时伤兵满营的大巴黎正“瑟瑟发抖”。

这个冬天，对于大巴黎而言特别冷———内马尔右脚
第五跖骨伤势复发，虽然不用进行手术，但他仍需休养
两个月。11日又传来一个坏消息， 大巴黎攻击线再损大
将， 乌拉圭前锋卡瓦尼因右侧臀部伤势确定无法出战。
如今，叱咤风云的“大巴黎CNM三叉戟”，只剩下姆巴佩
一人独撑大局。

屋漏偏逢连夜雨。后防线上，大巴黎还折损了主力
右后卫穆尼耶，由于脑震荡，他要休战一周。穆尼耶的位
置很可能由阿尔维斯填补，这样球队的中场将会变得更
加空虚。

欧冠淘汰赛讲的是“稳、准、狠”，这恰恰是大巴黎的
弱项。此前两个赛季均止步16强，让人对他们的抗压能
力有所怀疑。如今“前院起风后院着火”的大巴黎，本赛季
欧冠征程再次被打上问号。

反观曼联，这支一度被欧冠遗忘的豪门，自从“老爵
爷”弗格森在2012-2013赛季退休后，在过去6个赛季3次
缺席欧冠淘汰赛，球队上一次在淘汰赛中赢球还是5年前
的事。上赛季，他们在16强赛以两回合1比2被西甲塞维
利亚队淘汰。

此消彼长，足球的博弈就是如此奇妙。正是流着“曼
联血液”的索尔斯克亚上任后让曼联复活，如今球队保
持11场不败，信心十足。球队主力前锋拉什福德在推特
上表示，“获胜只是曼联的常规操作，下一站球队要征服
欧冠！”

� � � � 北京时间2月13日凌晨4时，
2018-2019赛季欧冠1/8决赛即将
打响，英超“红魔”曼联对阵伤兵满营
的“大巴黎”巴黎圣日耳曼队———

“红魔”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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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2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 听取2018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
理工作汇报，推进提升政府施政水平；要
求狠抓今年脱贫攻坚任务落实， 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部署加强癌
症早诊早治和用药保障的措施， 决定对
罕见病药品给予增值税优惠。

会议指出， 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和政协委员提案， 是政府依法履职、 接
受人民监督的重要内容。 去年国务院部
门牵头办理建议6319件、 提案3863件，
分别占总数的88.5%和87%， 推动出台相

关政策措施1400多项， 促进了改革发展
和民生改善。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
要继续高度重视建议提案办理， 创新方
式， 提高办理质量， 认真研究吸纳意见
建议， 促进科学民主决策， 更好为人民
办实事。

会议听取了脱贫攻坚进展汇报，指
出，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去年1386万人实
现脱贫。今年要加大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
区攻坚，新增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主要用于
这些地区，“十三五”规划实施优先安排贫
困地区补短板项目，加强扶贫协作和定点

扶贫，坚持现行标准，提高扶贫质量，解决
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存在的问题。攻
坚期内摘帽县和脱贫人口继续享受扶贫
政策，对返贫和新出现贫困人口及时建档
立卡予以帮扶， 确保今年再减贫1000万
人以上。

会议指出，加强癌症、罕见病等重大
疾病防治，事关亿万群众福祉。一要加快
完善癌症诊疗体系。坚持预防为主，推进
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努力降低死亡率。
强化科技攻关， 支持肿瘤诊疗新技术临
床研究和应用。发展“互联网+医疗”，提
高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 二要加快境

内外抗癌新药注册审批，满足患者急需。
组织专家遴选临床急需境外新药， 完善
进口政策， 促进境外新药在境内同步上
市。 畅通临床急需抗癌药的临时进口渠
道。 落实抗癌药降价和癌症患者医疗救
助等措施，修订管理办法，加快医保药品
目录调整频率， 把更多救命救急的抗癌
药等药品纳入医保，缓解用药难用药贵。
三要保障2000多万罕见病患者用药。从
3月1日起，对首批21个罕见病药品和4个
原料药，参照抗癌药对进口环节减按3%
征收增值税，国内环节可选择按3%简易
办法计征增值税。

外交部：

国与国交往也要
“家和万事兴”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就春节期间世界多国领
导人致贺中国农历新年，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日表
示， 这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以及各国与中国
进一步加强友好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 中方愿继续与
世界各国一道， 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 和谐、 繁荣、
和平的世界而加油努力。

今年春节，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专门去中国驻
俄罗斯使馆做客。 美国总统特朗普、 菲律宾总统杜特
尔特、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澳大
利亚总理莫里森、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等多国领导人都
以各种方式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

“中国有句话叫‘家和万事兴’，意思是家庭成员和
睦相处，做事情就能顺顺利利。我想，‘家和万事兴’的理
念同样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华春莹说。

华春莹表示， 国家之间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和
谐相处， 世界就能迎来和平发展、 繁荣昌盛， 这符合
世界各国的利益， 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新的
一年里， 中方愿继续与世界各国一道， 为建设一个更
加美好、 和谐、 繁荣、 和平的世界而加油努力。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加强癌症早诊早治和用药保障
对罕见病药品给予增值税优惠

全国共发送旅客4.21亿人次
民航增长最快

2月4日至10日，全国共发送旅客4.21
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0.35%。其中，铁
路6039.1万人次，增长5.8%；公路3.38亿
人次，下降0.8%；民航1258.6万人次，增
长10.6%；水运1022.3万人次，下降3.2%。

2月10日（正月初六）为今年春运开
始以来客流最高峰， 当日共发送旅客
9551.6万人次， 比去年春节同期增长
0.1%。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2月
11日，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
预计发送旅客1223万人次。 为应对返程
客流高峰，全国铁路继续加大运力投放，
预计加开旅客列车1151列。

全国旅游接待游客4.15亿人次
体验消费更受青睐

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
据中心） 综合测算，2019年春节假期，全
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同比增长
7.6%；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同比增长
8.2%，文化和旅游市场繁荣有序。

在国内旅游市场，休闲旅游、观影观
展、 民俗活动等体验式消费越来越受到
欢迎。“北上赏冰雪、南下享温暖”成为热
门旅游选择。

记者10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
2019年春节期间全国边检机关共查验出
入境人员1253.3万人次，与2018年春节期
间相比增长10.99%。春节期间，内地居民
因私出入境增长最为明显，共722.2万人次，
同比增长15.97%。

零售和餐饮销售额超万亿元
商品消费更重品质

据商务部监测，2月4日至10日，全国
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
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8.5%。

2019年春节黄金周期间， 全国商品
市场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买年货、吃年夜

饭、逛庙会等传统消费红红火火，年节礼
品、传统食品、新兴电子产品、地方特色产
品销售增长较快，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
验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兴消费亮点纷呈。

春节黄金周期间，传统年货、绿色食
品、智能家电、新型数码产品、地方特色产
品等销售保持较快增长。集购物、餐饮、娱
乐等功能于一体的购物中心、奥特莱斯等
新兴业态受到消费者青睐。

今年春节期间，消费者对生活用品的
需求明显提高。据苏宁数据显示，过去，过
年家里添置冰箱、电视、洗衣机等大件，现
在，中央集成家电品类独领风骚，春节期
间销售同比增长100%。 特别是在“新一
线”城市，越来越多的装修客户选择中央

空调、新风、全屋净水等集成类舒适家电。

年夜饭火爆
外卖受欢迎

年夜饭、团圆饭、亲朋宴成为春节餐
饮市场主角，大众化、特色化餐饮受到青
睐。各地餐饮企业年夜饭预订火爆，天津
重点监测的36家餐饮企业共预订年夜饭
1.2万桌，同比增长5.3%；江苏扬州重点餐
饮企业预订年夜饭4000余桌，近4万人除
夕夜“下馆子”。春节期间，北京重点监测
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0%以上。

春节期间，不少外卖平台仍然提供服
务。 据美团外卖2019年夜饭消费报告显
示， 同比去年除夕， 外卖订单涨幅达
107%。一些工序复杂或难以自制的菜肴，
如今通过外卖走向了千家万户的餐桌，这
不仅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也是互
联网为日常生活带来的便利与改变。

电影票房创58.4亿元
春节档观众满意度得高分

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2月4日至10
日，中国电影票房达58.4亿元，观影人次
达1.3亿。 其中，2月5日的单日票房达
14.43亿元，刷新了去年正月初一12.68亿
元的单日票房纪录。

《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
生》分别以20.1亿元、14.49亿元、10.43亿
元票房成为前三甲。

根据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全国电影观
众满意度调查结果，今年春节档观众满意
度得分83.9分，获“满意”评价，这是自
2015年开展调查以来春节档中的最高
分， 同时也是全部27个调查档期的第二
名。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2019春节过年有啥新变化
� � � � 2019年春节7天假期结
束，记者通过大数据盘点春节
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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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10日致电祝贺非洲联盟第32届首
脑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 祝愿非洲
联盟团结带领非洲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更
大成就， 并表示中方愿同非方携手构建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非洲各界
人士表示，非中合作推动非洲快速发展，
希望通过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加强非
中关系。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法基说， 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成功举办表明非洲
联盟和中国的伙伴关系有着前所未有的
良好发展势头。2018年9月， 非洲联盟在
北京开设了驻华代表处， 双方多领域且
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必将进一步深化，
双方的战略对话也必将进一步加强。

南非大学塔博·姆贝基非洲领导力
研究所研究员保罗·坦比教授说， 从埃塞
俄比亚到肯尼亚，再到南非，中国正成为
更受非洲人欢迎的朋友。事实证明，中国
对非洲的援助正在当地产生积极影响，

其提倡的双赢合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
济上都深入人心。

肯尼亚美国国际大学公共政策学者
斯蒂芬·恩代格瓦说， 习近平主席的贺电
鼓舞人心。 中国与非洲众多合作项目的
开展表明双方利益攸关、命运相连。非洲
没有“临渊羡鱼”地等待援助而是主动寻
求发展机遇。 中国帮助非洲进行的众多
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使非洲面貌焕然一
新。展望未来，非中双方应抓住时代机遇
积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非洲联盟下属机构泛非邮政联盟秘
书长尤努斯·吉布林说， 习近平主席的贺
电体现了非洲和中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
系。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非中之间的合
作， 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方面，
对非洲的发展尤其重要。

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谢里夫·易卜拉欣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成功召开， 为非中推进合作指明方
向。“中国因素在非洲发展进程中将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非洲各界人士热议
习近平主席向非盟首脑会议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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