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基斯坦总理宣布

今日将释放被俘印飞行员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2月28日电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

汗28日宣布，为缓和同印度关系紧张状态，巴基斯坦将于3
月1日释放被俘的印度空军飞行员，以此作为“善意的举动”。

伊姆兰·汗表示，“两个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
家不应走向战争道路”，巴基斯坦寻求与印度实现和平相
处，并采取谨慎和克制态度。

� � � � 28日，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
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比原计划提前结束，
但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半岛问题错综复杂，
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此次会晤情况
看， 双方在无核化步骤及取消对朝制裁
等关键问题上仍有分歧， 需继续相向而
行，增进互信，坚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

会晤定调突变
制裁问题遇阻

此前， 白宫曾在27日晚发布消息称，
双方会在28日举行协议签署仪式。美国媒
体一度还援引知情官员的话说，朝美双方
或在互设联络处、签署和平宣言等方面取
得重大进展。

然而，白宫发言人在会晤结束后发表
声明说，美朝领导人举行了“非常好且有
建设性”的会晤，讨论了推动朝鲜半岛无
核化和相关经济事务的多种措施，但会晤
并未达成协议，双方团队期待在未来继续
会晤。

特朗普在会晤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
上表示，美朝在解除对朝制裁问题上存在
分歧。他表示，朝方要求美方取消所有对
朝制裁，为此朝方愿意满足美方提出的无
核化要求中的大部分条件，但美方无法同

意在此情况下放弃所有对朝制裁。
韩国世宗研究所所长白鹤淳认为，朝

美分歧的关键在于实现无核化的顺序问
题。目前看来，美国对朝鲜的要求涉及核
设施申报和接受国际核查等，朝鲜则希望
美方全面解除制裁，在这方面的先后顺序
上双方没能达成一致。

保持对话协商
考验耐心智慧

去年6月， 朝美领导人在新加坡举
行首次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为解决
半岛核问题制定了积极的总体框架。在
声明中，朝美领导人就实现朝鲜半岛无

核化、构建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制以及
建立新的朝美关系取得共识。

美国智库“防御优先”高级研究员丹
尼尔·戴维斯表示， 此次河内会晤是去年
新加坡会晤的延续。朝鲜重视国内经济发
展，迫切要求美方取消制裁。尽管最终制
裁问题成为此次会晤中的“拦路虎”，但这
仅仅是半岛问题解决过程中遇到的一个
挫折，并不意味着方向性转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
也认为， 半岛无核化进程不会因此终止。
以往经验表明，半岛无核化进程从来都是
曲折反复，但从未停止，因为半岛无核化
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外交部：
希望朝美双方继续保持对话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8日在回应朝美
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突然结束且未签署共
同文件一事时说，中方非常希望朝美双方
继续保持和开展对话， 继续互释诚意，共
同致力于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构建朝
鲜半岛和平机制。

“事实上，朝鲜半岛形势过去几十年
的发展变化和曲折经历告诉我们，坚持对
话协商才是唯一出路，相向而行方能行稳
致远。”陆慷说。

他说， 中方非常希望朝美双方继续
保持和开展对话， 继续互释诚意， 切实
尊重和照顾彼此合理关切， 共同致力于
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构建朝鲜半岛和
平机制。 中方将继续为此发挥自己建设
性的作用。

（据新华社河内2月28日电）

第二次“金特会”提前结束
为何没达成协议

国防部：

将举行人民海军成立
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国防部2月28日在北京举

行例行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就媒体记者关
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任国强首先透露，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4月2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纪念日。
经中央军委批准， 届时将在山东青岛举行人民海军成立
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

有记者问，《退役军人保障法》的制定进展如何？任国
强说，退役军人事务部日前形成了《退役军人保障法（草
案）》征求意见稿，送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以及军队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任国强表示，《退役军人保障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对退
役军人移交接收、退役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服务保障、
优待抚恤等做了整体设计和系统规范，建立了参战退役军人
特别优待、为退役军人建档立卡、发放退役军人优待证、试行
退役军人安置责任制和考核评价等一系列创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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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1月份全国7300人被处理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

布数据显示，2019年1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5001起，处理7303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5391人。

从查处问题类型看，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1322
起、违规收送礼品礼金1080起、违规公款吃喝736起、违
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663起、大办婚丧喜庆369起、公款
国内旅游235起、楼堂馆所违规问题159起、公款出国境
旅游16起、其他问题（包括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接受
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
领导干部住房违规、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等问题）
421起。从查处干部级别来看，被处理的人员中地厅级干
部71名、县处级干部823名。

中宣部、民政部联合发布

2018年“最美城乡社区
工作者”先进事迹

据新华社武汉2月28日电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 大力实施
时代新人培育工程，充分展示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的良好精神风貌，28日，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在湖北省武汉市
向全社会公开发布2018年“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先进事迹。

此次发布的王波、任红梅、路亚兰、汤亚平、付秀秀、米
培莲、杨春敏、左文学、热先古力·托乎提、徐江丽等10位先
进模范， 是城乡社区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他们坚持党建引
领， 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让党的旗帜在社区居民心中高高飘扬；坚持服务改革发
展大局，在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进程中创新社区服务管理、营
造安定和谐的社区环境；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区服
务能力建设，切实解决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坚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带领社区群众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一起拼搏奋斗，共创美好生活。

我国将重点加强
“四支队伍”建设

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

28日表示，今后将重点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新型职
业农民、 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和农村专业服务型人才等四
支队伍建设，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据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部门大力实施人
才强农战略，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成效。目前，全国农村实
用人才总量突破2000万， 其中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500
万；全国农业科研人才总量达到62.7万，农技推广机构人
员近55万；全国返乡下乡人员累计超过780万，其中大中
专以上学历的占40%以上。

韩长赋表示， 今后要加大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力度，
深化农业农村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建立以能力、质量、贡
献为导向的农业科技人才分类评价体系，继续推进基层农技
推广体系改革，探索建立公益性与经营性农技推广融合发展
机制，完善以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评价制度。

同时，继续深入实施“全国十佳农民”“杰出青年农业
科学家”等资助项目，办好全国新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博
览会等，搭建人才选拔培养平台，加快建设一批农村创业
创新园区（基地）和农村创业创新人员孵化基地，为农业
农村人才提供更好的培训、实训、实习平台。要抓好示范
带动，推介优秀带头人和创业创新案例。

2019年男篮世界杯32强出炉

中国队为种子队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记者 王亮 ）

2019年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6窗口的比赛
于2月26日全部结束，32支晋级决赛圈的
球队全部产生。2月27日，国际篮联发布了
8支种子球队名单，分别是东道主中国队，
以及美国、西班牙、法国、塞尔维亚、阿根
廷、立陶宛和希腊队。

本届世界杯将于8月31日至9月15日
在北京、广州、南京、上海、武汉、深圳、佛
山、东莞8座城市举行，这是男篮世界杯第
一次在中国举办。 除了为中国队加油外，
中国球迷将在现场欣赏到梦之队美国男
篮、欧洲劲旅西班牙以及南美豪门阿根廷
队等顶级球队的“华丽演出”。

中国队凭借东道主身份成为种子队，
相当于直接避开了7支顶级强队， 这对中
国队晋级淘汰赛是个利好。

3月16日， 本届世界杯的抽签仪式将
在深圳举行，32支球队将被分为8个小组。

附：男篮世界杯32强
东道主：中国；非洲赛区（5支）：安哥

拉、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塞内加尔 、突尼
斯；美洲赛区（7支）：阿根廷 、巴西 、加拿
大、美国、委内瑞拉、多米尼加、波多黎各；
亚太赛区（7支）：澳大利亚、日本、伊朗、约
旦 、韩国 、新西兰 、菲律宾；欧洲赛区（12
支）：捷克、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立陶
宛、波兰、俄罗斯、塞尔维亚、西班牙、土耳
其、黑山共和国。

备战奥运
我省共有18个夺金点

对老百姓而言，一年半之后的东京
奥运会还有些遥远； 但对运动员来说，
他们已进入“东京时间”，2019年是至关
重要的“冲刺年”。

我省传统强项举重就为“备战东京
奥运会”开了个好头———2月27日结束的
2019举重世界杯暨2020东京奥运会资
格赛上，我省3员女将侯志慧、廖秋云和
张旺丽分别在女子49公斤级、55公斤级
和76公斤级的角逐中折桂，顺利拿到3张

“奥运入场券”。“今年， 众多项目的奥运

选拔赛陆续展开， 首先我们要确保顺利
地、尽量多地拿到奥运参赛资格，同时积
极配合各项目国家队的集训。”省体育局
局长李舜表示， 今年我省竞技体育要着
力增强综合实力， 举重项目依然是夺金
重点项目，摔跤、柔道、跆拳道和羽毛球
等项目也具备争夺金牌的可能。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摸底，我省运
动员在东京奥运会备战中的夺金点有
18个，排在全国第10位。李舜表示，这与
我省竞技体育在全国的排名相符，“我
们一般是三四个夺金点里保一个。展望
东京奥运会，我省运动员有望交出比上
一届更好的成绩单。”里约奥运会，湖南
运动员共收获2金3银3铜。

会议还强调了全力备战2021年全
运会， 以及今年8月将在太原举行的第
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等赛事。

申办全运
90%项目已有现成场馆

“申办2025年第十五届全运会，是
我省体育界当前的头等大事，需要举全
省之力。一旦申办成功，我省体育就有
了一次破茧化蝶的大好机遇。”会议中，
李舜多次提到第十五届全运会的申办
工作。他透露，国家体育总局目前正在
制定申办办法，下发后我省将进一步调

整申办思路。
2011年，我省曾联合湖北省，共同

申办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不过最终
天津市获得承办权。“8年过去了， 第二
次申办全运会， 我们不仅信心更足了，
腰板也更硬了。”李舜说。

体育场地设施不足，是我省当年申
办全运会未能如愿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 场馆已不再是困扰我们的问题
了。”李舜介绍，我省各市州甚至一些县
级体育场馆条件，已经可以满足全运会
32个大项中90%的项目需求，唯一缺失
的综合性大型体育场也已初见端倪。据
了解，湖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已于去年
底确定选址长沙望城区大泽湖，规模为
“一场一馆一中心”。

如今，在“大体育观”的背景下，积极
申办全运会已不再只是竞技体育的大
事， 也成为全民健身的盛宴。2019年，我
省在群众体育方面，计划建5个社区健身
中心、6个体育公园、40个健身驿站等。社
区趣味运动会、全民健身挑战日、徒步穿
越大湘西（大湘南、大湘东）等活动也将
贯穿全年，让群众真正享受到“月月有活
动，周周有比赛”的全民健身氛围。

“2019年的春天已经来了，湖南体
育的春天也将来临，让我们集结各方之
力，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的新湖南添
砖加瓦。”李舜说。

2019，湖南体育吹响“集结号”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 � � � 2月28日 ，2019年全
省体育局长会议在长沙举
行。 今年虽然是 “体育小
年”，但备战2020年东京奥
运会已进入冲刺的关键阶
段， 我省申办2025年全运
会的筹备工作也已全面铺
开。新的一年，湖南体育众
志成城，集结号已经吹响。

� � �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
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聆听新时代奋进的足音，一张张民生
清单、一项项民生实事，背后是普通百姓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加速补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最大短板 ， 民生改善站到
新起点

楚松村，海拔约4000米，中国最难以
抵达的村庄之一。

69岁的欧珠加措， 在这个“雪域孤
岛”生活了一辈子。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宽
敞实用的房子，是几代人的心愿。

进入新时代的楚松村，几代人的“住
房梦”照进了现实。随着边境小康示范村
项目、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推进，欧珠加
措欣喜地分到了房子。楚松村所在的楚鲁
松杰乡也将全面脱贫摘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
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一年来，为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最大短板，一系列改革部署伴随脱贫攻坚
战深入推进———

1386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农
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7%；

580万套棚户区住房开工，重点改造
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户区和国有工矿区、
林区、垦区棚户区，努力让新市民有温暖
的家；

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行动全面启动，碘
缺乏、克山病等地方病防治再加强，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

进一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加强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新世纪以来发布的16个中央一

号文件，不断释放“三农”改革重大信号。
电商网店在村镇遍地开花，“互联网

+金融”融入乡村经济，越来越多的劳动
者让世界见证中国乡村的新活力。 河北

“手工耿”、宁夏百岁“枸杞主播”、广西拍
客“巧妇9妹”，成为新时代的乡村“创客”。

“着力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
一时代课题，对加快补齐小康短板做出一
系列具体安排，让亿万人民暖在心头。”全
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
究所所长魏后凯说。

聚焦痛点难点保障改善民生，
让民生和发展在互促共进中实
现新跨越

2018年4月， 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
让家住安徽合肥的肺癌患者代先生失去
了生活的希望。

常规的化疗无法有效治疗，只能使用
第三代靶向药泰瑞沙，但药品一盒价格高
达5万多元。

短短几个月内，经过国家医保谈判的推
进和带量采购新政的实施，泰瑞沙已经降到
1万元一盒， 医保还能报销70%的费用。目
前，代先生病情得到控制，已经出院治疗。

保障2000多万罕见病患者用药，17
种抗癌药降价并纳入医保目录———民生

“小事”，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大事”。
“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

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千方百
计为群众排忧解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及时感知老百姓的烦心事， 从教改、医
改到户改，民生和发展互促共进，努力使改
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300万人在城镇找到工作。 虽然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 但劳动力供给仍处高
位，《打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扶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方案》提出以促进贫困劳动力就
业带动300万贫困人口脱贫， 更多人的

“饭碗”有了保障；
从高校毕业生到农民工， 户籍改革迎

来新利好。1亿多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
行动在继续，落户通道被进一步拓宽，一个
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

从中低收入者到小微企业，一大波减
税措施正在落地。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统一
提高到5000元/月，包括子女教育、赡养
老人等6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正式实施；

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全面
启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建立中央调
剂基金，民生“焦虑”不断化解，社会信心
持续增强。

着眼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接续奋斗推动
民生改善迈上新征程

河南伏牛山黑虎庙小学的山里娃，今
年通过互联网学上了城里学校的课程。

坚守大山17年的“80后”乡村教师、
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滚已两鬓斑白。目睹
扶贫带来的重大变化，他连说“真不敢相
信是真的！”

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 推动教育公
平，加快消弭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仍是
代表委员们关心的重要民生议题。 随着教
育投入持续向困难和薄弱地区倾斜， 人们
相信，大山里的教师将不再“一个人战斗”。

“蓝图越美好，使命越艰巨，就越需要
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在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和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上取得新突
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徐晓兰表示。

从温饱不足到迈向全面小康，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小至一镇一村，大至
神州南北，70年的光辉历程，见证了新中
国的沧桑巨变；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千
千万万的奋斗者砥砺前行，用实干沿着高
质量发展之路前进。

重点突破，“冲刺” 全面小康不停
步———

2019年是攻坚克难的关键一年，啃
下深度贫困地区的硬骨头，这是最大的任
务和挑战。把“大水漫灌”变为“精准滴
灌”，用“责任状”绑定“乌纱帽”，中国将有
更多的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多样化需求在发
展中破题———

着力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增强非
基本公共服务弱项，成为18个部门的最新
联动方案。 从脱贫攻坚释放的消费潜力，
到危房改造激发的市场需求， 再到养老、
环保、教育等产业的广阔前景，新的增长
点就蕴含在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中。

坚持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实现更大
的民生获得———

“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是民生之
源”“社保是民生之基”， 没有高质量发
展，民生改善就会缺乏动力。改善消费环
境、 加强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建设……一
项项民生工程的落实， 是促进经济转型
升级的“金钥匙”，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金种子”。

岁月荏苒，13亿多人的“民生期待”在
升级，不变的是奋斗姿态。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以人为本 共建共享
———全国两会前夕看改善民生新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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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月28日，在越南首都河内，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二）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右
二）举行会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