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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月12日就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向俄罗斯总统
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一架
客机坠毁，造成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不幸遇
难。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

个人的名义，对所有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
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诚挚的
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俄罗
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

就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

习近平向俄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在基层社区和高
校举办交流座谈会、向基层干部群众赠书、专家
学者撰写书评……连日来，通俗理论读物《新时
代面对面》来到越来越多人身边，帮助读者解答
实践困惑、廓清思想迷雾、笃定理想信念，让理论
的春风吹拂人们求知若渴的心田。

作为“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的最新成员，
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和专
家学者撰写的《新时代面对面》，对如何理解党
的十九大鲜明主题等13个问题，作出了深入浅
出的解读阐释，有助于人们全面准确理解党的
十九大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决策部署上来。

“《新时代面对面》很接地气，读起来就像
面对面交谈一样，越看越爱看。”在北京市西城
区广安门内街道报国寺社区举行的《新时代面
对面》交流座谈会上，社区居民邵立华道出自
己的读后感。

这次座谈会上，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
们抓住与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的宝贵机会，表
达对《新时代面对面》的喜爱，踊跃提出自己关
心的问题。从普通百姓如何继承和弘扬传统文
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社区工作者提出了
哪些新要求，到食品安全、养老等热点话题，专
家学者们一一作出详细解答。精彩风趣的话
语，让会议室里不时响起掌声与欢笑。

《新时代面对面》不仅秉承了“理论热点面对
面”系列权威准确、通俗易懂的一贯风格，还针对
新形势下读者的阅读习惯特点进行积极创新，制
作了音频在线听书、扫码延伸阅读等栏目，增加
了信息量和传播力。

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座谈会上，《新时代面
对面》清新的文风和新颖的形式，得到了学生
们的认可。学生韩绮颜说，这本书与众不同，解
读深奥理论如抽丝剥茧，逻辑清晰，说理透彻。

2月3日，《新时代面对面》赠书活动在长沙

理工大学举行。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蓝茵茵说，《新时代面对面》是一本读懂新
时代、奋进新征程的青春之书，对于高校教师
来说，是一本武装头脑、提高能力的智慧之书。

长沙理工大学“90后”辅导员胡景谱通过
阅读《新时代面对面》收获了不少启发：“高校
思政工作也要用贴近学生的语言，创新工作方
式，像《新时代面对面》这本书一样，以学生喜
闻乐见的方式与学生进行关于‘信仰’的对
话。”

在贵阳市高新区创客讲习所举行的《新时
代面对面》赠书活动上，人们为这本“讲清楚、
讲明白、讲透彻”的通俗理论读物“点赞”。

“‘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读本一直以来都
是我们青年人特别喜欢的通俗理论读物。”贵
州色谱创客创始人蒋睿说，对《新时代面对面》
进行深入的学习与思考，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准
确理解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一些专家学者表示，有高度、有深度、有温

度，是《新时代面对面》的特色所在、优势所在，
也是其成功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崔唯航认为，
《新时代面对面》在阐释问题时，自觉把理论问题
和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实际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从群众切身的实践出发，用群众的视角切入问题
展开论述，使得对问题的阐释既有深度，又不乏
温度，既深入问题的核心，又不拒人于千里之外，
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

“不装腔作势，不拐弯抹角，不回避矛盾，
不掩盖问题，既讲为什么又讲是什么、怎么做，
让读者阅读后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感情共振，
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从而以
感性的共鸣达到理性的共识。”中央党史研究
室主任曲青山在为《新时代面对面》撰写的书
评中写道。

让理论春风吹拂求知心田
———《新时代面对面》受到读者欢迎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２月１２日电 为期三天的伊拉
克重建国际会议１２日在科威特城开幕。这是伊拉克
取得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胜利后举行的首次
伊重建国际会议。

伊拉克恐怖活动破坏地区重建基金会（简称伊
重建基金）主席穆斯塔法·西提在会上表示，伊拉克
重建工作是实现伊拉克安全、稳定和繁荣的开端。
他指出，伊拉克重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道
主义建设，恢复人民的尊严、自由和平等；二是经
济发展，推动经济体系正常运转；三是基础设施建
设，全面恢复各类基础设施服务。

伊拉克重建国际会议由科威特、伊拉克、联合
国、欧盟和世界银行五方共同主持，共有来自全球
７０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及千余家企业和社会
组织参与讨论伊拉克重建议题。

据统计，完成伊拉克重建需要约８８０亿美元，目
前仍有超过２４７万平民无家可归。

伊拉克重建国际会议

在科威特城开幕

据新华社西昌2月12日电 12日，由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三号乙
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北斗三号
导航卫星以“一箭双星”的形式送入预定轨
道。这也是2018年以来，长征系列火箭完成
的第7次成功发射。43天7次发射、平均每次
不到一周……这些只是今年长征系列火箭高
密度发射的一个缩影。

今年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预计将执行
以北斗卫星组网、嫦娥四号探月为代表的35
次发射任务，发射次数将再创历史新高，开
启“高密度”节奏。

35次发射任务再创新高

在2018年航天科技集团的35次火箭发射
任务中，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和长征二号丙
火箭将分别发射14次和6次，占全年发射次
数的近六成，堪称“主力军”。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
总指挥岑拯介绍，长三甲系列火箭全年14次
发射任务有10次将发射北斗导航卫星，其中8
次将是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执行发射任务。

对长三甲系列火箭而言，高密度在后续
几年里将会成为常态。

根据规划，2018年底北斗三号将建成18
颗卫星的基本系统，具备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的能力，而这18颗卫
星将全部由长征三号甲系列来发射完成。

长三甲系列火箭在2015年曾创造出109天
成功实施7次发射的纪录。研制队伍在前期
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希望能够实现同一种构
型的火箭在单机、系统甚至箭上互相通用，
让火箭与不同任务自由搭配，实现快速反
应、按时完成。

长征二号丙火箭也将在2018年迎来“大
考”。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丙火箭总
指挥肖耘说：“今年，长二丙火箭预计将有
6次发射任务，研制队伍将在多个发射场作
战”。在2018年的6次发射中，长征二号丙
火箭将在时隔19年后重返国际商业发射服务
市场，发射巴基斯坦遥感卫星、中法海洋卫
星，为中国航天走向世界提供“金牌助
推”。

新一代运载火箭蓄势待发

作为支撑我国航天强国建设的新一代运
载火箭长征五号和长征七号，也将于2018年

迎来新挑战。
2017年，长征七号火箭成功将“天舟一

号”货运飞船送入太空。作为我国空间站建
设的货运专车，虽然在2018年没有发射任
务，但长征七号仍“时刻准备着”。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火箭总指挥
王小军介绍，研制团队今年将在前两次成功
发射的基础上，创新方法，进一步提升火箭
的产品可靠性，为未来我国空间站建设阶段
发射货运飞船做好充分准备。同时，研制团
队还正在开展长征七号改进型火箭的研制和
设计工作，针对卫星发射及其他领域任务，
积极开拓市场。

备受瞩目的长征五号也将在2018年迎来
“复出”。作为我国目前运载能力最大的火
箭，长征五号肩负着未来我国探月三期工
程、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重任。根据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全年宇航发射计划显示，长征
五号将在2018年下半年执行发射任务。

未来，新一代运载火箭也将迎来批量生
产阶段。

2030年我国火箭运载能力

或将赶超“猎鹰”

日 前 ， 美 国 太 空 探 索 技 术 公 司
（SpaceX）成功发射了目前全世界运载能力
最强的“猎鹰重型”火箭，一时成为了全世
界的焦点。

中国何时也能发射像“猎鹰重型”这样
的火箭？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型号系列总师龙
乐豪院士表示，“我们将研制比‘猎鹰重
型’规模更大的火箭。”

根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2017年公
布的《2017-2045年航天运输系统发展路线
图》显示，我国重型运载火箭计划于2030年
前后首飞。

此前发布的《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
上也曾指出，备受瞩目的中国重型运载火箭
拟命名为“长征九号”。也就是说，约10年
左右，“长征九号”运载火箭将飞天，运载
能力超过“猎鹰重型”火箭。

数据显示，“猎鹰重型”：起飞质量约
1420吨，最大直径3 . 66米，近地轨道运载能
力为63 . 8吨；“长征九号”：预计起飞质量
将达3000吨，最大直径约10米，近地轨道运
载能力大于百吨，其结构和尺寸质量均将突
破我国现有运载火箭能力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新华社今天全
文播发赵乐际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
报告，题目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落实党的十九
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

报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对2 0 1 8年纪检监察工作作出部

署。报告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紧
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监督检查党章执行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情况，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深
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政治生态，强化自我监督、自觉接受监督，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不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
新华社全文播发赵乐际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据新华社科伦坡２月１２日电 斯里兰卡选举委员
会１２日发布数据，由前总统拉贾帕克萨领导的反对
党人民阵线党在全国３４０个地方议会中的２３９个议会
赢得多数席位，取得２０１８年全国地方选举的胜利。

此次选举是斯里兰卡自由党和统一国民党２０１５
年组成联合政府后举行的第一次地方选举。总统西里
塞纳表示，斯里兰卡民众在投票中表达了渴望变化的
意愿，政府将尽快推出新的改革措施。总理维克勒马
辛哈也表示，本次地方选举结果给统一国民党敲响了

“警钟”。政府将推出更多、效果更明显的改革措施。
２０１５年，拉贾帕克萨在总统选举中落败，随

后，他的支持者在２０１６年成立了人民阵线党。

斯里兰卡反对党

在全国地方选举中获胜

工作报告
全文请扫描右侧
二维码。

发射次数将再创历史新高

2018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三大看点

□新华社发
2月12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

级)，成功发射第五、六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这也是2018年以来，长征系列火箭完成的第7次成功发射。43天7次发射、平

均每次不到一周。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新一轮医改启动至
今，我国着力织牢织密医疗保障网，基本医疗保险
实现全覆盖。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
办主任王贺胜12日表示，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数超过13 . 5亿，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王贺胜当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
政补助标准提高到450元；医保目录新增375个药品，
保障范围不断扩大，报销比例不断提升。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
救助、慈善救助、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紧
密衔接，构成多元化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王贺
胜说，在基本医保普惠的基础上，我国建立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制度，覆盖10 . 5亿人，大病患者合规医疗
费用报销比例平均提高12个百分点左右。2013年启动
建立的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已累计救助近70万人次。

王贺胜还介绍，超过200个城市实行按病种付费
的病种数达到100个以上。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超13 . 5亿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
家12日晚间在河北永清4 . 3级地震情况通报会上表
示，经会商认为，此次地震为孤立型地震的可能性
很大，原震区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不大，公众不必
产生恐慌情绪。

北京时间2018年2月12日18时31分，在河北永清
县（北纬39 . 37度，东经116 . 67度）发生4 . 3级地震，
震源深度20公里。地震发生后，截至21时20分，记录
到24次余震，最大余震1 . 8级。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刘桂萍表示，这次地
震应该说是一次中等地震，震中的震感会强烈一
些。由于震源深度比较深，所以震感范围比较大，
北京一些区域也有轻微震感。但这样的地震不会发
生大的破坏，建议公众保持镇定。

据介绍，截至12日21时，全县无人员伤亡及财产
损失。目前永清县秩序正常、人心稳定。截至12日23

时40分，永清县城大街上行人稀少，多数人已回家
休息。

广告

河北永清发生4 . 3级地震

专家表示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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