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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中共中央
对外联络部17日举行媒体吹风会。中联部
部长宋涛、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介绍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朝鲜
进行国事访问有关情况。

宋涛表示， 应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0日至21
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们党和国

家最高领导人时隔14年再次访问朝鲜，也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访
问朝鲜。 此访正值中朝建交70周年之际，
对两国关系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
要意义。

宋涛表示，朝方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
记此次访问，将热情友好接待习近平总书
记一行。访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将同金
正恩委员长举行会见会谈，参谒中朝友谊

塔等活动。两国领导人将回顾总结过去70
年两国关系发展进程，就新时代中朝关系
发展深入交换意见，引领两国关系未来方
向。 双方将就半岛形势进一步交换意见，
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取得新进展。
双方并将介绍各自国内发展情况。相信在
中朝双方共同努力下，习近平总书记此访
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为两党两国关系谱
写新的篇章，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新

的贡献。
罗照辉介绍了中朝两国各领域主要

合作情况，表示中朝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
长期稳定发展，这得益于两国山水相连的
地缘优势以及良好的政治关系、民间友好
基础和经济互补性。今年双方商定共同举
办一系列活动庆祝中朝建交70周年，通过
回顾历史、规划未来，为新时代中朝关系
发展注入新动力。

中联部就习近平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举行媒体吹风会

� � � �中国证监会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17日
发布联合公告， 原则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伦敦证券交易所开展沪伦通业务， 沪伦通正
式启动。 同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的全球存托凭证在伦交所挂牌交易。 这是首
家按沪伦通业务规则登陆伦交所的A股公司，
意味着沪伦通西向业务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沪伦通正式启动

� � � �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 中央宣传部在湖北省来凤县向全社会公
开发布张富清的先进事迹， 授予他“时代楷
模”称号。张富清是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
2营6连战士， 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九死
一生，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被
西北野战军记“特等功”，两次获得“战斗英
雄”荣誉称号。1955年，张富清退役转业到湖
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 为贫困山区奉献
一生。张富清的先进事迹，充分彰显了共产党
人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政治品格，有力弘扬
了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张富清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 � � �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7日
说， 中国愿意以稀土资源和产品满足世界各
国发展的正当需要。 但是，“如果有谁企图利
用中国稀土资源所制造的产品， 反用于遏制
打压中国的发展，我们坚决反对。”

（均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改委：
坚决反对利用中国稀土资源
制造产品遏制打压中国发展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内， 青蒿素依然是人类
抗疟首选高效药物。”中国中医科学院
终身研究员、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得者、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屠呦呦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
时披露，她与团队成员经过多年攻坚，
在“青蒿素抗药性”等研究上获得新突
破，并提出合理应对方案。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8年世
界疟疾报告》显示，全球疟疾防治进展
陷入停滞。多项研究表明，在大湄公河
次区域等地区， 出现不同程度的青蒿
素抗药现象。

“适当延长用药时间，或者更换青

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抗药性的辅助
药物，所谓的‘青蒿素抗药性’问题就
能得到解决。”屠呦呦告诉记者，经过
三年多科研攻坚，其团队在“抗疟机理
研究”“抗药性成因”“调整治疗手段”
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就“青蒿素抗药
性”提出合理治疗应对方案。

过去20余年间， 青蒿素联合疗法在
全球疟疾流行地区广泛使用。据世卫组织
不完全统计，青蒿素在全世界已挽救了数
百万人的生命，每年治疗患者上亿人。

“青蒿素抗疟药价格低廉，每个疗
程仅需几美元， 适用于疫区集中的非
洲广大贫困地区人群。”屠呦呦说，“聚
焦研发廉价青蒿素抗疟药有助于实现

全球消灭疟疾的目标。”
在攻坚“青蒿素抗药性”难题的同时，

屠呦呦团队还研究发现双氢青蒿素对治
疗高变异性红斑狼疮效果独特，目前已开
展一期临床试验。“青蒿素对治疗红斑狼
疮存在有效性趋势，我们对试验成功持谨
慎的乐观。” 屠呦呦说，“希望青蒿素能够
发挥更大作用，造福全人类。”

与此同时，由屠呦呦团队成员、中
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廖福龙等专家撰
写的青蒿素等传统中医药科研论著，
有望首次纳入即将再版的国际权威医
学教科书《牛津医学教科书（第六
版）》。 业界认为， 这将成为中医文化
“走出去”的重要实践成果。

屠呦呦： 青蒿素依然是抗疟首选药物

———记者再走长征路

� � � �数十年后行走在中复村的红军桥
上，廊桥柱子上的一道刻痕依稀可见。
位于福建长汀的中复村， 是当年红军
长征出发的第一村。 红军桥上的这道
刻痕，是红军招兵的最低门槛：一支长
枪加一柄刺刀的长度，大约一米五。这
样，可以确保新兵背起枪、走上战场。

这是一段丈量生死的刻度线———
敌人围剿战事酣，保家卫国上战场。

长汀县红色文化讲解员钟鸣说，
他的叔公、 外公等6人先后参加红军，
均壮烈牺牲。他所在的南山镇就有560
多位在册红军烈士。

谁家父母不爱儿？ 送来参军的儿
郎，十之八九，无人生还。

塘背乡的老农罗云然，先后将6个
孩子送到这里。 听闻老人已有多个孩
子牺牲， 红屋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蔡信
书不忍，劝他留下小儿子在身边。罗云
然却说，如果没有红军来分田地的话，
孩子们早饿死了，就是断了香火，也要
跟着红军干革命！最终，小儿子也战死

疆场。
在生命的等高线面前， 闽西子弟

向死而生， 毅然完成自己对生命的选
择。有关记载显示，仅参加长征的福建
人民子弟兵就有近3万人。

这道线蕴含着当地百姓朴素而坚
定的信念：跟着党找出路。

“尽管知道会有牺牲，但对于当地百
姓来说， 幸福时光是红军用牺牲换来的，
值得用生命去捍卫。”钟鸣说，大家都懂得
这不是一家人、一个村、甚至一个县的事，
这是要千千万万人付出牺牲的事。

（据新华社福州6月17日电）

生命的等高线 ———写在刻度里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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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体操锦标赛19日开赛

两名湘籍选手参加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王亮）2019年亚洲体操锦标赛

将于6月19日至24日在蒙古举行，记者今天从省体操运动管理中
心了解到，中国体操队12名队员中，湖南体操队有2名队员入选，
分别是女队的陈小青，男队的杨家兴。中国体操队具体参赛名单
如下，女队陈小青、刘杰瑜、周瑞雨、虞琳敏、赵诗婷、芦玉菲(替
补)，男队是刘榕冰、兰星宇、黄明淇、胡旭威、杨家兴、尹德行(替
补)。记者还了解到，教练胡景、队医王铁志也来自湖南体操队。

新华简讯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 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规定》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解决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重
点，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强化督察问
责、形成警示震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规定》明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包括例行督察、专项
督察和“回头看”等。原则上在每届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内，应
当对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党委和政
府， 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中央企
业开展例行督察， 并根据需要对督察
整改情况实施“回头看”；针对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视情组织开展专项督察。

《规定》还就组织机构和人员、督察
对象和内容、督察程序和权限、督察纪律
和责任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规定》共六章42条，由生态环境
部负责解释，自2019年6月6日起施行。

部署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

中办 国办印发《规定》

《规定》全文，
请扫新湖南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