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个省份均已建立
高龄津贴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记者从21

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 目前全国31个省份均已建立高龄津
贴制度。与此同时，有30个省份建立了老
年人服务补贴制度，29个省份建立了老
年人护理补贴制度，29个省份建立了农
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 各类津补
贴共惠及3000多万老年人。

此外，截至2018年底，全国养老服务
机构近3万个，养老服务床位746.4万张，
其中养老机构床位数392.8万张，社区养
老床位数353.6万张。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在发布会上表
示， 随着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
继续推进， 以及可供广大老年人选择的
养老服务方式越来越丰富， 我国养老服
务和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正在加快发展。

据介绍，过去一年，民政部加快推进
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目前，调
研排查中发现的养老院存在的安全质量
隐患问题90%以上得到了解决。

� � � �图为苏炳添（左）在比赛中冲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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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45 3 7 7
排列 5 19045 3 7 7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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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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8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
大队迎来20岁生日。在这个光荣的时刻，
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他们“时代楷模”荣
誉称号。

浩瀚宇宙，灿烂星河，这支英雄的航
天员队伍见证了中华民族一次次飞天的
壮美航迹。

太空授课、天宫遨游星汉、航天员中
期驻留……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航天
事业在习主席领导推动下，成就非凡。

前不久，我们探访北京航天城、甘肃
酒泉、四川大凉山等地的航天人，听他们
讲述记忆深处的那些难忘场景， 感受我
国由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稳步迈进的铿
锵足音。

“追求卓越，扎根大漠，报效
祖国和人民”

“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时
隔多年，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科技干部安
金霞回忆起习主席接见时的情景， 激动
地说，“习主席的殷切嘱托给了我们无穷
的力量。”

2013年2月2日， 习主席冒着严寒来
到我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在中心史馆，习主席同围拢来
的科技人员亲切交谈。

当谈到是什么能够让大家在这里一
干就是十几年几十年， 中心领导点名让
安金霞来回答。是时，她已经在大漠深处
工作了13年， 并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工
作， 为此放弃了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后留在北京的机会。

安金霞从成就感等方面谈了自己的
体会，“我说的不仅是我发自内心的感受，
也是中心广大科技干部的共同心声”。

听完回答， 习主席露出满意的微
笑，勉励大家发扬“两弹一星”精神、载
人航天精神和“东风精神”，以民族复兴
为己任，追求卓越，扎根大漠，报效祖国
和人民。

转眼已是6年有余，安金霞和同事们

把这句话牢记心间， 全身心投入到科研
试验和任务之中，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
等技术提升航天发射飞行分析评估等方
面取得了突破。

习主席亲切的关怀和期望， 如汩汩
暖流， 也鼓舞着远在千里之外的科技干
部张润红。

“报告主席，我还有一个目标，就是
成为我国首位女性‘01’指挥员。”2018年
2月10日，习主席春节前夕来到驻四川部
队某基地看望慰问官兵， 张润红作为基
地科技干部代表受到接见， 这句响亮的
报告， 通过电视新闻让全国人民记住了
这个精干的女性航天科技干部。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01”指挥
员指挥一次发射任务，表面上看只需要下
达口令，但背后必须下苦功夫熟练掌握发
射场20多个分系统近200个岗位专业知
识，更需要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此，张
润红主动找经验丰富的“01”指挥员跟岗
学习，对全系统、全流程做到了如指掌。

2018年11月1日23时57分，长征三
号乙运载火箭搭载着第41颗北斗导航
卫星顺利升空。就在这次发射中，张润
红成为中国航天发射阵地首位女性

“01”指挥员！
随着任务指挥长宣布发射取得圆满

成功，指挥大厅顿时掌声雷鸣，同事们欢呼
着向张润红跑来，竖起大拇指为她点赞。

何止是安金霞、张润红，聆听习主席
关于航天事业的每一次重要讲话， 所有
航天科技工作者都倍感振奋。 党的十八
大以来， 习主席亲临发射现场为航天员
飞天壮行，来到科研人员中间鼓劲加油，
关心激励航天人的同时， 也发出了中华
民族向航天强国进军的时代号令。

“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
会迈得更大、更远”

2013年6月11日，神舟十号载人飞船
即将从大漠深处起飞。习主席来到位于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航天员公寓问天阁，为
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壮行。

面对3名航天员， 习主席深情地说：
“海胜，晓光，亚平，你们好！看到你们精
神饱满、英姿勃勃，我感到很高兴……”

作为我国首位飞天的“80后”，王亚平

听到习主席亲切的称呼， 出征时的紧张情
绪一扫而空，“这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好像
是家里的长辈在我们出行前细心叮嘱”。

还有一个细节让聂海胜感到非常亲
切：“那天，习主席先特意往前走了几步，
关切地看了看我们， 然后才回到话筒前
开始讲话。”

微笑着送别航天员13天后， 习主席
又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与3位航
天员进行天地通话。

“你们进入太空工作生活已经有13
天了，我们大家都很牵挂。你们现在总的
情况怎么样？身体状况如何？工作进展如
何？”聂海胜回忆说，习主席的语速很慢，
就像跟你聊天一样， 特别亲切。3位航天
员清楚地记得习主席激励他们的每一句
话：“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 中国人探
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大、更远。”

这已是习主席第三次亲临载人航天
任务现场，为航天员加油鼓劲。时任任务
测控通信指挥部指挥长、北京飞控中心副
主任李剑说， 面对一个个崭新的试验项
目，面对一次次严峻的飞控挑战，习主席
每次来到任务现场， 都给大家带来巨大
的鼓舞和满满的信心。

承载着期望，肩负着重托。从新型运
载火箭长征七号、 长征五号相继发射成
功，到被誉为“中国天眼”的世界最大口
径射电望远镜投入使用； 从世界首颗量
子通信卫星顺利升空， 到首个北斗全球
“厘米级”定位系统建设全面启动……中
国航天科技工作者牢记习主席嘱托和关
怀，勇攀科技高峰，不断刷新中国高度，
创造中国奇迹。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
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
不懈追求的航天梦”

2016年12月20日， 是航天员陈冬
终生难忘的日子。 他在人民大会堂受到
习主席的亲切接见， 这一天恰好是他38
岁生日。

陈冬是我国培养的第二批航天员。
那年10月， 他和景海鹏一同搭乘神舟十
一号飞船发射升空，在太空飞行了33天，

创造了中国人太空驻留时间的新纪录。
虽然曾在太空与习主席通过话，但

面对面交流还是陈冬人生中的第一次。
他握着习主席的手激动地说：“主席，我
从太空下来后的最大心愿就是想和您握
个手、见个面。”

习主席笑着说：“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们。”
为了这次飞天任务， 陈冬精心准备

了6年。他说：“那一刻，我的心里非常感
动，觉得6年来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这次任务完成后， 景海鹏成为飞得
最高最远、时间最长的中国人。接见时，
习主席仔细询问了他的身体恢复情况，
接着又问：“我听说你是在天上过的生
日？那可是‘高水平’的生日，你可是三次
上太空啊！”

从太空归来后，很多人都问景海鹏：
为什么要第三次飞天？“我总是回答说，
因为这是我的职业， 更是全体中华儿女
的梦想。”景海鹏说。

中国人面向太空的长征，正式起步于
1970年的4月24日。这一天，我国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我当时在延川县梁家河村当知青，
听到了发射成功的消息， 非常激动！”
2013年五四青年节， 习主席来到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空
间技术成就展览，面对“东方红一号”总
装的历史图片，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
设航天强国， 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
梦。”2016年4月24日首个“中国航天日”
到来之际，习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吹响了
中华民族迈向航天强国的号角。

梦想的力量，奋斗的历程，创造了中
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
来， 习主席亲自指挥实施航空航天重大
工程，推动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和空间科
学全面发展， 推动我国由航天大国向着
航天强国的目标稳步迈进。

如今，在实现中国梦的壮丽画卷里，
航天强国梦想日益清晰———力争2020年
左右实现重点突破，加速迈向航天强国；
2030年左右实现整体跃升， 跻身航天强
国之列；2050年之前实现超越引领，全面
建成航天强国……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向更深更远的太空迈进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北京时间21日凌晨， 苏炳添在2019
国际田联室内巡回赛总决赛上再次跑出
“中国速度”， 以6秒49的成绩摘得男子60
米冠军。过去8天，中国“飞人”喜提三连
冠，为2019下半赛季的室外赛开了好头。

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塑胶跑道上，当
苏炳添冲线那一霎，中国“飞人”的肩上
仿佛插上了翅膀。此次比赛由于参赛人
数有限，直接一枪定胜负。第四道出发
的苏炳添起跑反应时间为0.124秒，在
所有8名参赛选手中排第一，最终他以6
秒49的成绩率先撞线。美国选手罗宾逊
与罗杰斯均跑出6秒57的成绩， 两人分
列二三位。

从爱尔兰到伯明翰，再到杜塞尔多
夫，苏炳添交出了6秒52、6秒47和6秒49
三个稳定成绩，获得三连冠。

“希望能够延续目前的技术和状
态，在千万不要受伤的情况下，能够完
美进入室外赛的100米。”2019年，将迎
来亚锦赛、世界田径接力赛和多哈世锦
赛，这些都是2020年东京奥运的“热身
菜”， 所以能以室内60米的三冠作为新
赛季起点， 让苏炳添对自己在100米室
外项目上跑进9秒90增添了信心。

“这站比赛各方面感觉挺好，特别
是起跑反应是近两年最好的，”赛后，苏
炳添表示没利用好起跑，最终没能创造
更好的成绩。上赛季苏炳添曾在杜塞尔
多夫跑出6秒43，创造了赛会纪录。

苏炳添从事的是世界上最难的行业

之一，为了0.01秒的突破，作为田径人都
需要付出漫长而艰苦的努力。 一直以来，
苏炳添的起跑出色， 前30米独步天下，但
当赛道延伸到100米，期间技术环节的衔
接、节奏的把握、步频步幅的控制，这些都
将给中国“飞人”提出更高的要求。

欧冠1/8决赛首轮战罢

最稳的还是西甲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蔡矜宜）

北京时间21日凌晨，随着C罗率领的尤文
图斯客场0比2不敌马德里竞技队， 英超
冠军曼城3比2绝杀主场作战的沙尔克04
队，2018-2019赛季欧冠1/8决赛首轮对
决全部战罢，3支西甲球队取得2胜1平保
持不败。

最稳的还是西甲。 上赛季西甲就成
为16强赛最大赢家，皇马、巴萨和塞维利
亚全部晋级8强。本赛季首轮，皇马客场2
比1战胜阿贾克斯、巴萨客场0比0战平里
昂均属于“常规操作”，然而马竞能够主
场2比0拿下拥有C罗的尤文图斯，无疑展
现了西甲在欧冠赛场的强势。

英超联赛共有4支球队晋级16强，本
轮淘汰赛取得了2胜1平1负的成绩，可以
说是喜忧参半。 热刺主场3比0大胜多特
蒙德，一只脚已迈入8强；曼城在比分落
后、少一人作战的不利形势下，踢出了一
场精彩的逆袭；变数最大的是利物浦，本
轮红军主场0比0战平拜仁， 次回合前往
安联球场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最悬的则
是主场0比2完败给巴黎圣日耳曼的曼联
了，全场比赛红魔仅一脚射正球门。

虽然罗马主场2比1击败波尔图，但
晋级形势上并不稳妥。所以1/8决赛次回
合，意甲、德甲或将出现团灭的可能。

8天3冠，如虎“添”翼

愿更多快递小哥
被“温柔以待”

周倜

再平凡的行业力量，也有被这个社会“温柔以待”的权利，例
如你我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蹬着电动三轮车的快递小哥。

日前，北京市商务局牵头多部门打出了一套“温柔的组
合拳”——— 2400个（含套、间）租赁房源（含续租、新增）将成
为员工宿舍； 加强快递企业与改建租赁房持有机构的需求
对接，优先保障快递企业租赁；为更多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
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范围囊括基本医疗、工伤保险等。

这份属于快递小哥的“新年大礼”，是该来了。
神州大地上300万名一线快递员构建起了我国物流业飞速发

展的“命脉”，也成了单日快递亿件时代下，每件货品走进千万家前
“最后一公里”的守护者。可工资福利低、客户不理解、社会认同感
低，甚至还有“三轮车被抓”，他们背负的多重压力却鲜为人知，“社
会的期望过高，自身的保障太少”一度成为不少从业者的心病。

目前，80后、90后已成为快递员队伍的主体，逾七成来自农
村，六成快递员已成家且有儿女，超两成的快递员面临“子女留
守”难题……因此，“漂泊的打拼者”，更需要被社会“温柔以待”。

都说“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快递作为服务行业的重要
一环，在吸纳社会就业人口、改善与保障民生上作用重大。
北京市出台的“组合拳”，是一份关怀，更是一种启示———只
有解决基层从业者的后顾之忧，才能保障社会民生“命脉的
通畅”；只有让就业质量“有提高”，就业形态“有新貌”，让更
多在城市“角落”中打拼的人持续得到获得感，才能让生活
服务业能真正成为“社会就业的稳定器”。

第三季《中国诗词大会》上，快递员雷海为成了总冠军；
《少年说》里，初一学生李仁志讲述了妈妈是外卖配送员的感
人故事； 北京师范大学片区里，60后快递员曹中希成为民营
快递行业的首位全国劳模……他们用行动换来了更多应有
的社会尊重，也愿有更多地方能像偌大的北京城一样，在繁
华喧嚣中留出一片属于快递小哥的“温柔港湾”。

天下微评

� � � �新华社华盛顿2月21日电 当地时间2月21日上午，习近平
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
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姆
努钦， 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共同主持第七轮中
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本轮高级别磋商定于21-22日在华
盛顿举行，双方团队已于19日开始工作层磋商。

双方参加开幕式的主要人员包括：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中央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
长廖岷，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商
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 国家发展改革
委秘书长丛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
任库德洛，总统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助理、白宫国家贸易委员
会主任纳瓦罗，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副贸易代表格里
什，商务部副部长卡普兰，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
表多德，农业部副部长麦金尼等。

第七轮中美经贸
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发展有机衔接

据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建
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但也要看到，我国人多地
少，各地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很大，很多丘陵山区地块零散，
不是短时间内能全面实行规模化经营，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实
现集中连片规模经营。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
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发
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扶持小农户的关系。既要把准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是农业现代化必由之路的前进方向，发挥其在现代农业建
设中的引领作用，也要认清小农户
家庭经营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
农业基本经营形态的国情农情，
在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
营的同时， 完善针对小农户的扶
持政策， 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
化服务， 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
发展轨道。 全文请扫新湖南二维码

� � � �据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1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高度赞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年度
国情咨文中对中俄关系积极评价。

有记者问：昨天，普京在年度国情咨文中表示，俄中平等互
利的双边关系是保障欧亚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稳定
因素，同时对外树立了富有成效的经济合作的榜样。中方对普
京总统的表态有何评论？

耿爽表示，中方高度赞赏普京对中俄关系的积极评价。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不仅在双边层面收获丰
硕合作成果，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巨大正能量。“今
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 双方将以此为契机不断深化全面战
略协作，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
民和世界安全稳定。”耿爽说。

外交部：

高度赞赏普京总统
对中俄关系的积极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