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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能源发展“核动力”强劲
——写在中俄核能合作项目4台机组开工之际

新华社记者

法国、埃及、约旦领导人就巴以冲突举行三方会谈

呼吁巴以尽快实现停火

据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5月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
署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保持经济平
稳运行；确定优化公证服务的措施，更好便企
惠民；通过《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受主要是国际传导
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
涨，一些品种价格连创新高。要高度重视大
宗商品价格攀升带来的不利影响，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按照精准调控要求，针对市
场变化，突出重点综合施策，保障大宗商品供
给，遏制其价格不合理上涨，努力防止向居民
消费价格传导。一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双向
调节。落实提高部分钢铁产品出口关税、对
生铁及废钢等实行零进口暂定税率、取消部
分钢铁产品出口退税等政策，促进增加国内
市场供应。着力调结构，抑制高耗能项目。
发挥我国煤炭资源丰富优势，督促重点煤炭
企业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增产增供，增加风电、
光伏、水电、核电等出力，做好迎峰度夏能源
保障。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大宗商品进
出口和储备调节，推进通关便利化，更好利用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保供稳价能力。二
要加强市场监管。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强化
行业自律。加强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适时
采取有针对性措施，排查异常交易和恶意炒
作行为。依法严厉查处达成实施垄断协议、
散播虚假信息、哄抬价格特别是囤积居奇等
行为并公开曝光。三要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性
和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
定，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帮助市场主体尤其
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应对成本上升等生
产经营困难。落实好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减免税、对先进制造业企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政策，精简享受税费优惠政策的办理手续。实施好直达货币政策
工具，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普惠金融力度，落实好小微企业融资
担保降费奖补等政策，引导银行扩大信用贷款。

会议指出，优化公证服务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
便企惠民。

会议通过《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确定优化公证服务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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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记者胡喆）5月19日，国家航
天局发布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过
程两器分离和着陆后火星车
拍摄的影像。图像中，着陆平
台驶离坡道以及祝融号火星
车太阳翼、天线等机构展开正
常到位。

由火星车前避障相机正
对火星车前进方向拍摄的图
片显示，着陆平台驶离坡道机
构展开正常，前进方向地形清
晰。为获知火星车前进方向
更大范围的地形信息，避障相
机采用大广角镜头，在广角镜
头畸变的影响下，远处地平线

形成一条弧线。
由火星车导航相机镜头

指向火星车尾部拍摄的图片
显示，火星车太阳翼、天线展
开正常到位，火星表面纹理清
晰，地貌信息丰富。

5月 15日，天问一号任务
着陆巡视器成功软着陆于火星
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
后，火星车建立了对地通信。5
月17日，环绕器实施第四次近
火制动，进入中继通信轨道，
为火星车建立稳定的中继通
信链路，陆续传回图像数据。

目前，火星车正在开展驶

离着陆平台的准备工作，将择
机驶上火星表面，开始巡视
探测。

据新华社巴黎5月18日电（记者
唐霁）法国总统马克龙18日与埃及总
统塞西、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
三方会谈，讨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
突问题。

据法国媒体报道，马克龙、正在
法国访问的塞西当天通过远程视频
方 式 与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三方会
谈。三国领导人讨论了在中东地区
进行调解的问题，呼吁巴以尽快实现
停火，避免冲突蔓延。

据埃及媒体报道，塞西在会谈中
表示，根据联合国决议建立一个独立

的巴勒斯坦国是结束巴以长期冲突
的唯一途径。埃及将继续尽最大努
力，通过加强与国际社会有关方以及
巴以双方的接触，阻止局势继续升
级。塞西在会谈中还宣布，埃及将拨
款5亿美元支持加沙地带重建。

另据约旦王宫发表的声明，阿卜
杜拉二世在会谈中表示，约旦将与包
括法国、埃及等在内的国际社会一
道，努力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
利，阻止以色列一切暴力、挑衅行径，
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侵略行为，
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阿卜杜拉二

世说，约旦一贯主张保护巴勒斯坦人
民的合法权利，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
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
立的巴勒斯坦国，在“两国方案”基础
上实现巴以永久和平。

连日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
的流血冲突不断升级，造成包括妇女
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引发国
际社会严重关切。据报道，截至 18
日，双方冲突已致以方12人死亡、100
余人受伤，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有
213 人死亡、1400 余人受伤。（参与记
者：李碧念、冀泽）

聚焦巴以冲突

据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记者伍
岳、孙楠）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
西近日以所谓“人权问题”为由呼吁抵制
北京2022年冬奥会一事，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个
别政客应停止利用奥林匹克运动搞卑劣
的政治把戏，不要站在各国运动员和冬
奥运动爱好者的对立面。

赵立坚说，美方个别人借所谓人权
问题对中方污蔑抹黑，企图干扰、阻碍、
破坏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和举行，中方表
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方个别人的
言论充斥着谎言和虚假信息，是典型的
美式闹剧，注定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祝融号火星车传回拍摄影像

▶5 月 19 日，国家航天
局发布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
问一号任务探测器着陆过程
两器分离和着陆后火星车拍
摄的影像。该图由导航相机
拍摄，镜头指向火星车尾部。
图中可见火星车太阳翼、天线
展开正常到位；火星表面纹理
清晰，地貌信息丰富。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

六安无症状感染者增至11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月上旬曾去过合肥

新华社合肥5月19日电
（记者姜刚、水金辰）记者从安
徽省六安市卫健委获悉，5月
19日，六安市新增1例无症状
感染者。截至 19日 12时，六
安市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5例和无症状感染者11例，均
在六安市定点医院集中隔离
救治或观察。

根据此次通报：无症状
感染者张某某，女，27 岁，系
六安市建设大厦不动产登记
中心职员，居住于金安区军

民社区友谊北苑。5 月 4 日
曾去过合肥。5 日至 14 日均
在六安，正常上下班。在此
期间曾去爱慕影楼，与无症
状感染者 1 陈某及确诊病例
4 杨某某有接触。15 日作为
密接者转运到隔离点集中隔
离观察，当日核酸检测呈阴
性；18 日，再次进行核酸检
测，为阳性，立即转运至市定
点医疗机构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经专家组会诊后判定为
无症状感染者。

（上接第一版）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感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试想，如果没

有这么一批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的红军
将士，红军怎么可能冲出敌人的封锁
线，而且冲出去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
还没有溃散。靠的是什么？靠的正是
理想信念的力量！”

【湘江记忆】
红军抢渡湘江前，敌军已形成一个

“口袋”，妄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面前是数倍于己、装备力量悬殊的

敌军，飞机的轮番轰炸和枪林弹雨中，
红一、红三军团将士呐喊着：“誓死保卫
党中央！”“红军万岁！”死守阵地，掩护
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抢渡湘江。

“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
新圩！”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
佑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是红五师立
下的军令状。新圩阻击战前，红五师收
到的电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
三天至四天。”

子弹不够了，大刀白刃近距离厮
杀；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紧跟而
上。战场上硝烟弥漫，飞机扫射、炮弹
轰炸，敌军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进攻都被
红五师打退了。鏖战到第三天下午，红
五师接到军团电报：军委两个纵队已突
围渡过湘江。

清点人数时，在战场上只流血不流
泪的李天佑双眼模糊，默立良久：全师
3000余人连同伤员只剩下1000余人，师
参谋长胡震、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等指
战员英勇牺牲。

新圩阻击战发生在枫树脚一带，那
时，枫叶正红。

【守护·传承】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90 后”

讲解员胡雅馨的爷爷是参加过湘江血

战的红军战士。2019年9月纪念馆建成
后，她应聘讲解员。“讲起红军的故事，
我经常是含着泪的，也能看到很多参观
者眼中闪着泪花。”胡雅馨说。

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
传承中心副主任周运良说，纪念园包括
纪念馆和纪念林，落成一年多来，各地
干部群众360多万人次前来接受红色教
育。今年“五一”小长假第一天，接待超
过3万人次。

信 仰

【红色足迹】
“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

典型的一个。”在油画《陈树湘》前，总书
记停下来脚步，凝视良久。画面中，陈
树湘躺在担架上，腹部鲜血直流。

【湘江记忆】
红三十四师担任全军总后卫任务，

被称为“绝命后卫师”。掩护最后一支
队伍渡过湘江后，红三十四师被敌重兵
截断于湘江以东，陷入重重包围。多次
突围未能成功，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昏
迷被俘，敌人用担架将他抬去邀功请
赏。途中陈树湘苏醒过来，猛地撕开绷
带，强忍剧痛用手绞断自己的肠子，实
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
言。陈树湘将青春与生命永远定格在
29岁。

【叩问·作答】
“殿后部队阻击装备精良的国民党

中央军追击，还面临弹药和食物短缺等
种种困难，基本就意味着牺牲。”桂林市
灌阳县党史专家文东柏说。

在饥寒交迫和围追堵截中殊死搏

斗，是怎样的信念支撑他们战斗到最后
一刻？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一往
无前、绝境重生？在采访中，记者多次
向当地干部群众提出这个问题，而他们
的回答高度一致——信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困难再大，想
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
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我们一定
要继承革命先辈遗志，以坚定的信念、
必胜的信心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铭 记

【红色足迹】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湘江战役，

始终牵挂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革命先
烈，专门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做好烈士遗
骸收殓保护工作、规划建设好纪念设
施。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就是在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下建成的。

【湘江记忆】
酒海井，直径约 2 米，连通地下暗

河。在那个寒冷的冬日，100 多名红军
重伤员因来不及转移，被敌人投入酒海
井，全部壮烈牺牲。

2017年，灌阳县启动酒海井红军烈
士遗骸打捞工作，经过一系列努力，20
余具烈士遗骸被收殓。

青山常在，忠魂永存。近年来，桂
林市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遗址遗存进
行抢救性保护，修缮纪念碑、纪念馆等，
对发掘收殓的82具红军烈士遗骸、7465
块零散骸骨进行集中安放。

松柏苍翠，鲜花似锦，在全州红军长
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形状各异的巨石

散布在后山上，每块石头上刻了一个便
于区分的编号，下面安葬着烈士遗骸。
全州县党史专家周雄说：“这些英烈与周
围的山石草木已融为一体。”

【新起点·新发展】
我们永远记得，湘江永远记得……
湘江战役，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

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之后，从老山
界一直到黎平，中央领导同志一路争论
和思索军事指挥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逐
渐统一了思想，为后来遵义会议确立毛
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
定了基础。

中国革命浴火重生，迎来伟大转折。
湘水汤汤，长征精神薪火相传。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努力奋斗，桂北
山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灌阳县新圩镇和睦村，6 年
前开通的灌凤高速公路带来更多游
客，带动黑李、西瓜等水果热销。村党
支部书记蒋军发带领村民开起餐馆民
宿，发展红色旅游，产业致富路子越走
越宽阔。

——兴安县华江乡高寨村梁家寨
位于老山界脚下，青山绿水间颇具民族
特色的民居鳞次栉比，红色旅游引来各
地游客。今年“五一”期间，脱贫户杨盛
友家的农家乐开门迎客，曾在深圳务工
的儿子杨金旺与父亲一起创业。

——全州县才湾镇毛竹山村种植
葡萄 320 余亩，如今扩展乡村旅游、休
闲农业，46户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近 3万
元。村民罗玲玲家种有 12 亩葡萄，年
收入 10 万多元，“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
节高”。

在乡村振兴的新起点上，当地干部
群众接续奋斗。

新华社南宁5月19日电

（上接第一版）乡村人口减少
10485133 人。全省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提高 16.13 个百分点，10
年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92
个百分点，年均提高 1.61个百分
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从
2010 年的 5.74 个百分点下降到
3.82个百分点。

全省常住人口中，人户分离
人口为19775641人，其中市辖区
内人户分离人口为 4442713 人，
流动人口为 15332928 人。流动
人 口 中 ，跨 省 流 入 人 口 为
3155272 人 ，省 内 流 动 人 口 为
12177656 人。与 2010 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人户分离人
口增长 138.34%；市辖区内人户
分离人口增长 173.86%；流动人
口 增 加 8657908 人 ，增 长
129.71%。

“我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
次突破了 60%，城乡结构产生了
历史性变革。”杨景祥说，近年
来，河北省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
发展大局，围绕建设京津冀世界
级城市群，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深化户
籍制度改革，积极推动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人口向城镇地区集
聚的趋势明显。我省经济社会
的不断发展、城镇化的持续推进
和交通设施的日益便利，进一步
提高了人口流动的活跃性。

生育政策促进出生人口
增加，低生育水平将成常态

普查数据显示，全省常住人
口中，0-14 岁人口为 15088968

人，占 20.22%；15-59 岁人口为
44709219 人，占 59.92%；60 岁及
以 上 人 口 为 14812048 人 ，占
19.8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
10387937人，占13.92%。与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
14 岁人口的比重提高 3.39 个百
分点；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
10.24 个百分点；60 岁及以上人
口的比重提高 6.85个百分点，其
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
5.68 个百分点。老龄化进程仍
在继续，已经接近国际上深度老
龄化的标准。

普查数据显示出了少儿、老
年人口总量增加的特点。

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单独两孩”“全面两孩”等生育
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省统计
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处处长、一级
调研员阚立新表示，成效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生人口
增加。全省 0-14岁少儿人口比
2010 年增加 2995930 人，体现了
新生人口数量的回升。特别是3
岁 、4 岁 组 人 口 数 量 ，也 就 是
2016、2017年两年出生的人口明
显高于前后年份，说明生育政策
集中释放了部分生育压力。二
是出生二孩比重升高，一孩比重
下降。生育政策调整增加了我
省出生人口，对于优化人口结
构、缓解老龄化压力、补充劳动
力供给将产生好的影响。但受
育龄妇女总量减少、生育意愿下
降等因素影响，2018 年以来，我
省出生人口规模呈现逐渐下降
趋势，低生育水平将成为常态。

湘 江 永 远 记 得

美个别政客以所谓“人权问题”呼吁

抵制北京2022年冬奥会,我外交部：

典型美式闹剧

5 月 19 日下午，位于江苏省连云港
市的田湾核电站7、8号机组和辽宁省葫
芦岛市的徐大堡核电站3、4号机组正式
开工。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核电项目开工
对于改善地方能源结构，优化能源布
局，保证电网安全及能源供应安全，促
进地方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同时，将
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重
要贡献，并为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强劲动力。

中俄能源合作的又一硕果

“田湾、徐大堡4台核电机组如期开
工建设，体现了中俄在高端装备制造和
科技创新领域合作的高水平，在中俄核
能合作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
义。”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指出。

“核能合作是中俄传统优先合作领
域，也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章建华表示，中
俄核电大项目合作始于上世纪九十年
代。田湾核电站1至4号机组都是中俄
能源合作成果。

核能合作是中俄能源合作的一个
缩影。2020 年，中俄双方克服疫情影
响，实现了能源贸易大幅增长。

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 20 周年。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
秘书长邓浩说，此次合作项目的开工有
利于进一步促进中俄双方的经贸合作，
增强双方贸易互补性，夯实双方关系的
物质基础。

推动我国核能事业发展

“中俄核能合作是全球核电发展低

潮中的一抹亮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能源政策研
究室主任洪涛表示，从产业方面看，该
项目的落地为保持中国核电建造产业
链提供了稳定性，也有利于提振全球核
能国际合作的信心。

洪涛表示，一次批量新建 4 台核电
机组，从全球看也是单位时间内最大规
模、投资密度很高的项目，这也证明中
国是全球核电最大的潜在市场。在当
前国际形势下，中国在探索和开启新的
核能国际合作形式。中俄此次核能合
作，就是新形势下的新实践。

能源低碳转型迈出的一大步

4 台机组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将
达到 376 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3068万吨。

“核能具有清洁高效的特点，将为
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
支撑。双方共谋能源绿色发展，充分体
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有力担当。合力推
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俄核能合作前
景广阔。”章建华说。

专家表示，中国已经明确了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4台机组开工也表明中
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坚定绿色发展的
决心，并且在一步步朝着降碳的目标迈
进，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中国贡献。

在邓浩看来，核能是一种清洁能
源，中俄加强核能合作表明了双方对世
界气候变化问题上立场的一致性，这为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新
的信心和新的希望。（记者：高敬、刘羊
旸、许可、马卓言、白涌泉）

据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新华社海南文昌 5 月 19
日电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 公 室 消 息 ，天 舟 二 号 货 运

飞 船 发 射 任 务 ，因 技 术 原 因
推 迟 实 施 ，发 射 时 间 另 行 确
定。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发射将推迟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