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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2 月 1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听取 2018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工
作汇报，推进提升政府施政水平；要求狠抓
今年脱贫攻坚任务落实，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奠定坚实基础；部署加强癌症早诊早治
和用药保障的措施，决定对罕见病药品给
予增值税优惠；决定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
补充资本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防
风险能力。

会议指出，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
政协委员提案，是政府依法履职、接受人民
监督的重要内容。去年国务院部门牵头办
理建议 6319件、提案 3863件，分别占总数
的 88.5％和 87％，推动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1400 多项，促进了改革发展和民生改善。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要继续高度重视
建议提案办理，创新方式，提高办理质量，
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议，促进科学民主决
策，更好为人民办实事。

会议听取了脱贫攻坚进展汇报，指出，
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去年 1386万人实现脱
贫。今年要加大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攻
坚，新增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主要用于这些
地区，“十三五”规划实施优先安排贫困地
区补短板项目，加强扶贫协作和定点扶贫，
坚持现行标准，提高扶贫质量，解决贫困人
口“两不愁三保障”存在的问题。攻坚期内
摘帽县和脱贫人口继续享受扶贫政策，对
返贫和新出现贫困人口及时建档立卡予以
帮扶，确保今年再减贫1000万人以上。

会议指出，加强癌症、罕见病等重大疾
病防治，事关亿万群众福祉。一要加快完
善癌症诊疗体系。坚持预防为主，推进癌
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努力降低死亡率。强
化科技攻关，支持肿瘤诊疗新技术临床研
究和应用。发展“互联网＋医疗”，提高基
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二要加快境内外抗
癌新药注册审批，满足患者急需。组织专
家遴选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完善进口政策，
促进境外新药在境内同步上市。畅通临床
急需抗癌药的临时进口渠道。落实抗癌药
降价和癌症患者医疗救助等措施，修订管
理办法，加快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频率，把更
多救命救急的抗癌药等药品纳入医保，缓
解用药难用药贵。三要保障 2000多万罕
见病患者用药。从 3月 1日起，对首批 21

个罕见病药品和 4个原料药，参照抗癌药
对进口环节减按3％征收增值税，国内环节
可选择按3％简易办法计征增值税。

会议决定，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
资本金，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
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同时，促进加强对
民营、小微企业等的金融支持。一是对商
业银行，提高永续债发行审批效率，降低优
先股、可转债等准入门槛，允许符合条件的
银行同时发行多种资本补充工具。二是引
入基金、年金等长期投资者参与银行增资
扩股，支持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投资银行
资本补充债券，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债
券市场交易。会议强调，资本金得到补充
的商业银行要完善内部机制，提高对民营、
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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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血染疆场英名永存
据新华社武汉2月11日电（记者 王贤）在河北省黄骅市羊

二庄镇大赵村的大赵村惨案遗址纪念馆对面的广场上，黄骅的
雕像气势凛然，纪念碑和与黄骅烈士同时牺牲的7位烈士雕像
分列两旁，苍松翠柏，肃穆庄严……

原来，这座渤海湾的小城与湖北有着不解之缘，它得名于
一位来自湖北省阳新县的八路军抗日将领——黄骅。

黄骅，原名黄金山，学名黄为有，1911年生于湖北省阳新
县木石港区凤凰乡良上村。1926年 9月，被选为良上村和周
围村庄联合组织成立的儿童团团长。1928年，参加阳新县赤
卫队。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 5月，黄骅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
长、营长、第 5军第 4纵队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
次反“围剿”和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任教导师第 3团政治委
员、红军大学干部团政治委员等职。

1937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
奔赴抗日前线前，改名为黄骅，立志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洪流中，
做一匹“革命的骏马”。

1937年 9月，黄骅被派到晋西南去创建抗日根据地，任晋
西南游击支队队长。1938年 8月，调任晋西南边区党委军事
部长兼第 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又名晋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副
支队长，为创建晋西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勤恳工作，做出重要贡
献。1940年 4月，任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三分区司令员。

1941年 4月，黄骅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15师教导
6旅副旅长，组织冀鲁边区抗日活动。1942年初，黄骅率部在
宁津县张大庄宿营时，被敌包围。在突围战斗中，黄骅沉着指
挥，带领部队成功突出重围。

1943年 3月，黄骅调任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同年6
月 30日，他在新海县大赵村主持召开重要军事会议时，被叛徒
杀害，时年 32岁。为了纪念黄骅，1945年新海县易名为黄骅
县。1953年黄骅烈士的遗骸由黄骅县迁到济南市英雄山烈士
陵园。2014年 8月，黄骅被列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
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
改进型正在研制

预计2020年底首飞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记者 胡喆）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八院了解到，为满足中型载荷的发射需求，八院正在研制长征六
号改运载火箭，通过捆绑 4枚固体助推器，进一步提高运载能力，
预计于2020年底首飞。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作为八院商业发射的主力军，具有运载能
力适中、整流罩空间大、环境条件优、发射周期短、配套专属发射工
位等优势。此前分别于 2015年 9月和 2017年 11月以一箭 20星
和一箭3星的方式圆满完成两次飞行试验。

长征六号全箭长 29.3 米，为三级构型，起飞质量约 103 吨，
7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为 1吨，支持单星发射、多星发射
和搭载发射。通过水平整体测试、水平整体星箭对接、水平整体运
输起竖的“三平”测发模式，可完成各类航天器的快速发射任务。

长征六号执行经理丁秀峰介绍，针对当前日益增长的商业发
射需求，长征六号可为卫星配套多种标准化、通用化、产品化和系
列化的星箭分离装置，可为国内外商业用户提供“专车、拼车、顺风
车”等多种灵活的服务模式，并将通过整流罩型谱扩充、流程优化
等系列技术改进，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为商业发射提供更为方
便、快捷、全面的服务。

不久前，航天科技集团所属长城公司与阿根廷 Satellogic公
司签署了多发发射服务合同，将用长征六号与长征二号丁共同为
其发射共计90颗卫星。

“节后综合征”找上门怎么办？
专家教你几招给肠胃“减负”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记者 陈聪）春节期间，走亲访友避免
不了聚餐饮酒，有人忙于聚会、暴饮暴食，打破了原先的饮食规律，
引起肠胃不适、躯体失衡，担心是“节后综合征”找上了门。专家建
议，如果节后感到肠胃不适，不应盲目“断食”，要注意饮食搭配、摄
入适量。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指出，“节后综合征”
是一种过节后的自然现象，不必过度担忧，更不能因此刻意少吃一
顿饭，或者只吃流食，这样反而可能会造成新的营养失衡。

于康说，虽然不应盲目“断食”，但在吃的时候可以注意在饮食
上做一些“微调”。如果感到节后肠胃有饱胀感，可以在节后只吃

“七分饱”，即在每餐吃到有轻度饥饿感的时候就要停止进餐，摄入
日常食量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即可。

此外，在营养搭配上要注意青菜、水果的摄入和粗细搭配。于
康说，节后的午餐和晚餐都应保证充足的蔬菜摄入量，每餐也应做
到玉米、小米、燕麦、荞麦等粗粮的摄入。

于康还介绍说，喝茶和山楂水也有助给肠胃“减负”。节后喝
茶对体内油脂的消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多喝山楂水可以帮助改
善消化不良的症状，同时还有助于控制血脂。

交通
全国共发送旅客4.21亿

人次，民航增长最快

2月 4日至 10日，全国共发送旅客

4.21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0.35％。

其中，铁路 6039.1万人次，增长 5.8％；

公 路 3.38 亿 人 次 ，下 降 0.8％ ；民 航

1258.6 万 人 次 ，增 长 10.6％ ；水 运
1022.3万人次，下降3.2％。

2月 10日（正月初六）为今年春运

开始以来客流最高峰，当日共发送旅

客 9551.6 万人次，比去年春节同期增

长 0.1％。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2 月 11 日，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

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223万人

次。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全国铁路

继续加大运力投放，预计加开旅客列

车1151列。

南昌铁路局集团车辆段负责人告

诉记者，今年春节“反向春运”影响明

显，春运单向固定流动模式发生了明

显变化，这给运力调度、安全保障都增

加了不小压力。

据悉，在总运量稳步增长的情况

下，春节期间未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和

严重拥堵、旅客滞留情况。

旅游
全国旅游接待游客4.15

亿人次，体验消费更受青睐

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
数据中心）综合测算，2019 年春节假
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 4.15亿人次，

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

元，同比增长8.2％，文化和旅游市场繁

荣有序。

在国内旅游市场，休闲旅游、观影

观展、民俗活动等体验式消费越来越
受到欢迎。“北上赏冰雪、南下享温暖”

成为热门旅游选择。2月 4日到 9日，
内蒙古接待游客 476.2万人次，同比增
长 14.6％；三亚八大景区接待游客超
过 80万人次。故宫博物院举办“紫禁
城里过大年”活动，节日期间共接待游
客近50万人次。

记者 10 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
悉，2019年春节期间全国边检机关共
查验出入境人员 1253.3 万人次，与
2018年春节期间相比增长10.99％。

春节期间，内地居民因私出入境
增长最为明显，共 722.2 万人次，同比
增长 15.97％。出境目的地排在前 10
位的包括泰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和香港、澳
门、台湾等地区。

携程旅游数据专家魏黎民称，近
几年，旅游已成为重要年俗。今年旅
游消费增长在一线城市保持了力度，
中小城市增长显著。

消费
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

首次超万亿元，商品消费更
重品质

据商务部监测，2月 4日至 10日，
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10050 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8.5％。

2019 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国商
品市场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买年货、吃
年夜饭、逛庙会等传统消费红红火火，
年节礼品、传统食品、新兴电子产品、
地方特色产品销售增长较快，网络消
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等
新兴消费亮点纷呈。

春节黄金周期间，传统年货、绿色
食品、智能家电、新型数码产品、地方
特色产品等销售保持较快增长。集购
物、餐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购物中
心、奥特莱斯等新兴业态受到消费者
青睐。

生鲜产品成为今年春节快递配送
最火爆的商品之一，179个城市生鲜商
品可以次日达。除了对美食的“高需
求”外，今年春节期间，消费者对生活
用品的需求也明显提高。据苏宁数据
显示，过去，过年家里添置冰箱、电视、
洗衣机等大件，现在，中央集成家电品
类独领风骚，春节期间销售同比增长
100％。特别是在“新一线”城市，越来
越多的装修客户选择中央空调、新风、
全屋净水等集成类舒适家电。

春节期间，快递小哥们仍在给千
家万户送达年货包裹。天猫“春节不
打烊”送货量最多的前十大城市分别
是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深圳、成都、
苏州、武汉、天津和宁波。

餐饮
年夜饭火爆，外卖受欢迎

年夜饭、团圆饭、亲朋宴成为春节
餐饮市场主角，大众化、特色化餐饮受
到青睐。各地餐饮企业年夜饭预订火
爆，天津重点监测的 36家餐饮企业共
预订年夜饭 1.2万桌，同比增长 5.3％；
江苏扬州重点餐饮企业预订年夜饭
4000 余 桌 ，近 4 万 人 除 夕 夜“ 下 馆
子”。春节期间，北京重点监测餐饮企
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0％以上。

春节期间，不少外卖平台仍然提
供服务。据美团外卖2019年夜饭消费
报告显示，同比去年除夕，外卖订单涨
幅达 107％。一些工序复杂或难以自
制的菜肴，如今通过外卖走向了千家
万户的餐桌，这不仅是人们生活水平
提高的表现，也是互联网为日常生活
带来的便利与改变。

今年春节过年有啥新变化？
大数据告诉你！

春节消费迎来“开门红”。最
新数据显示，春节“黄金周”期间，
我国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突破1
万亿元，与此同时，银联网络交易
总金额也首次突破万亿级。两个

“万亿级”既是我国消费实力的展
示，也是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不
断扩大对外开放的结果。

春节消费是观察中国消费实
力的一扇窗口，“黄金周”的亮眼
数据再次印证了我国近14亿人口
大市场，以及超 4 亿中等收入群
体“买买买”的巨大潜力。在消费
连续多年成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
当下，春节消费的劲风无疑在
2019年开年之际吹来阵阵暖意。

春节消费强劲顺应了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大势。智利车厘子、
美国干果、法国红酒等更多“洋年
货”飞入寻常百姓家；观影、旅游
已成为一些人过年的“必选项
目”，春节期间电影票房超过50亿
元，假期旅游收入5139亿元，同比
增长8.2％……从“有没有”到“好
不好”，从“吃得舒心”到“玩得开
心”，消费升级的背后是中国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春节消费强劲也得益于我国
不断扩大开放的努力。去年，我
国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关税总水平降至 7.5％；进出
口通关时间压缩率超过 50％；今
年1月1日前，包括大量进口食品
在内的700余项商品实施进口暂
定 税 率 ，税 率 降 幅 最 高 超
50％……中国一系列扩大开放的
务实举措，既满足了百姓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也为世界带来互利共赢的机遇。
要让春节消费的劲风继续吹下去，还需不

断努力推动形成更强大的国内市场，更好发挥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继续深化改
革开放，进一步挖掘消费增长点，加大减税降
费力度提高百姓收入，继续扩大开放市场并加
大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

新开年，新起点。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新起
点上，我们要以更开放的胸怀拥抱全球，以更
务实的举措深化改革，撸起袖子加油干，让百
姓品出更多幸福的味道。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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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春节 7 天
假期结束，“新华视点”
记者通过大数据盘点
春节的新变化。

2月11日，股民在江苏南京一家证券营业厅关注股市行情。
春节长假后首个交易日，A股市场迎来“开门红”。截至收盘，沪指

收报2653.90点，涨1.36％；深成指收报7919.05点，涨3.06％；创业板
收报1316.10点，涨3.53％。 新华社发

猪年首个交易日
A股喜迎“开门红”

2月11日，求职者在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新春招聘会上了解招聘
信息。

春节假期过后，各地求职者忙着求职应聘，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
新华社发

春节假期后
各地求职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