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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状元老面麻花

麻花金黄，甘甜爽脆，多吃不易上火。富
含蛋白质、氨基酸、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小麻花热量适中，低脂肪，既可休闲品味，又
可佐酒伴茶，是理想的休闲小食品。

产地：郸城县 规格：350g×5
原价：52元 大河优选价：42元
限100提，每人限购一提。数量有限，售

完为止。

快快报名组团采购年货
今年的大河扶贫年

货节，主办方专门组织了
“优惠团购”活动，欢迎各
企事业单位到河南产品
直采体验中心进行年货
选购，活动中所推出的产
品均为产地直供，让您享
受到一站式服务。

团购热线：
0371-65795678

13803860838
15903620500

大河扶贫年货节乘车路
线

地址：郑东新区龙子
湖北路河南产品直采体验
中心（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南门）

1.自驾路线：使用高
德地图、百度地图、腾讯
地图搜索“河南产品直采

体验中心”选择合适路线
前往。

2. 公 交 路 线 ：48、
107、115、170、48、S137

3.地铁路线：地铁1
号线可到市体育中心站
B口乘坐170路公交车至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地铁
1号线到文苑北路C2口
乘坐S137路至河南经贸
职业学院。

大河扶贫年货节优选产品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1月21日发布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900309亿元，首次突破90万
亿元大关。按可比价格计算，
GDP比上年增长6.6%，实现
了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

从需求看，全年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5.9%，增
速比前三季度加快0.5个百分
点。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比上年增长9.0%，保持较快
增长。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比上年增长9.7%，贸易总量首
次超过30万亿元，创历史新
高。

从生产看，全年粮食保持
高产，畜牧业总体稳定。全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上年实际增长6.2%，增速缓中
趋稳。全年全国服务业生产
指数比上年增长7.7%，保持较
快增长。

与此同时，“三去一降一
补”重点任务扎实推进，经济
结构继续优化，最终消费支出

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
率为76.2%。

数据还显示，2018年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28228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5%，快于人均GDP增速，与
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全年全
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853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4%，增
速比上年加快1.3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
比上年加快0.8个百分点。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局长宁吉喆 21 日说，截至
2018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
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
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
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
侨人数）139538万人，比上年
末增加530万人。

宁吉喆当天在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说，2018年我国

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
生率为10.94‰；死亡人口993
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3‰；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

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
71351万人，女性人口68187
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
（以女性为100）。

从年龄构成看，16至 59
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9729万
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3%；

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949万
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
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
人，占总人口的11.9%。

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
人口83137万人，比上年末增
加179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
56401万人，减少1260万人；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
化率）为59.58%，比上年末提
高1.06个百分点。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提高防控能力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我国GDP首次突破90万亿元
比2017年增长6.6%

2018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近14亿
男性比女性多3164万人

广东初步查明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据新华社电 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
21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以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
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
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
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
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习近平在讲话中就防范化
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
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
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
出明确要求。

◎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
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
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
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
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
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
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
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党
中央关于维护政治安全的各项
要求，确保我国政治安全。要

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
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加快建立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依法
治网。要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
的思想政治工作，确保青年一
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
动我国经济发展沿着正确方向
前进；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
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
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各
地区各部门要平衡好稳增长和
防风险的关系，把握好节奏和
力度。

◎科技领域安全是国家安
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体
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
创新体系，解决资源配置重复、

科研力量分散、创新主体功能
定位不清晰等突出问题，提高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问题，全面做好就
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
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
安、住房市场调控等各方面工
作，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保障
合法权益和打击违法犯罪两手
都要硬、都要快。

◎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
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
类风险连锁联动。要加强海外
利益保护，确保海外重大项目
和人员机构安全。要完善共建

“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坚

决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零容忍的决心丝毫不
能动摇，打击腐败的力度丝毫
不能削减，必须以永远在路上
的坚韧和执着，坚决打好反腐
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
尽责，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
作做实做细做好。要强化风险
意识，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
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
未雨绸缪。要提高风险化解能
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善
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
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
效予以处理。要完善风险防控
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坚持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广
东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调查组获悉，现已初步查
明，该事件系南方科技大学
副教授贺建奎为追逐个人
名利，自筹资金，蓄意逃避
监管，私自组织有关人员，
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
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
编辑活动。

据调查组介绍，2016
年6月开始，贺建奎私自组
织包括境外人员参加的项
目团队，蓄意逃避监管，使
用安全性、有效性不确切的
技术，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
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
基因编辑活动。2017年 3
月至2018年11月，贺建奎
通过他人伪造伦理审查书，
招募8对夫妇志愿者（艾滋
病病毒抗体男方阳性、女方
阴性）参与实验。为规避艾
滋病病毒携带者不得实施
辅助生殖的相关规定，策划
他人顶替志愿者验血，指使

个别从业人员违规在人类
胚胎上进行基因编辑并植
入母体，最终有2名志愿者
怀孕，其中1名已生下双胞
胎女婴“露露”“娜娜”，另1
名在怀孕中。其余6对志
愿者有1对中途退出实验，
另外5对均未受孕。该行
为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和科
研诚信，严重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
响。

调查组有关负责人表
示，对贺建奎及涉事人员和
机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公安机
关处理。对已出生婴儿和
怀孕志愿者，广东省将在国
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与相
关方面共同做好医学观察
和随访等工作。

2018年11月26日，贺
建奎团队对外宣布，一对基
因编辑婴儿诞生。随即，广
东省对“基因编辑婴儿事
件”展开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