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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 14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

习近平指出，中圣普关系揭开
了新的一页，圣普重回中非友好合
作大家庭，顺应了当今时代潮流。
中方高度赞赏总理先生为实现中圣
普关系正常化作出的重要贡献，愿
同圣普方一道，共同推进两国各领
域友好互利合作，推动构建平等互
信、合作共赢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深化政治
互信，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
党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在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
理解和支持。双方要拓展务实合
作。中方愿优先支持圣普完善国家
全面发展规划，着力开展旅游业、渔
业、农业三大领域互利合作，帮助圣
普构筑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
和安全能力建设三大支柱保障，实现
自主可持续发展。双方要积极开展
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智库、媒体、青
年、妇女等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不断
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友谊，

巩固两国友好民意和社会基础。中
方愿同圣普方在打击海盗和跨国有
组织犯罪等安全领域开展交流合作，
就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气候变化、非洲和平与发展等国际和
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习近平指出，我提出发展中非
关系要秉持真实亲诚的政策理念和
正确义利观，其核心要义就是把中
国发展同助力非洲发展紧密结合起
来，实现互利共赢。中方愿支持非
洲致力于联合自强和发展振兴，实
现自主可持续发展，携手推进构建
中非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特罗瓦达表示，圣普人民同中
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圣普人民
从来没有忘记中国人民给予的帮助
和支持。与中国复交在圣普受到广
泛支持。圣普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高度赞赏中国真实亲诚的
对非政策，愿本着互尊互信的精神，
增进同中方高层交往，加强经贸、基
础设施、旅游、安全等领域合作，深
化非洲同中国的传统友谊，密切在
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4月
15日出版的《求是》杂志第8期发表
署名钟国安的文章《以习近平总书
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 谱写国
家安全新篇章》。

文章共分四个部分，深刻阐述
了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具
有重大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
意义和世界意义。第一部分，总体
国家安全观承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的历史使命，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文章指出，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时代的产物，同
时又为时代注入了新的内涵。第二
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们党关
于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丰富
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文章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揭
示了国家安全的本质和内涵，科学

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
主义大国如何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
的基本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
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
度。第三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维
护和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安全的行动
指南，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文章强
调，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着中国特
色国家安全价值理念、工作思路和
机制路径，是指导国家安全工作的
科学理论。第四部分，总体国家安
全观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
广泛的包容性，产生了深远的国际
影响。文章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所倡导的安全理念，摒弃了零和博
弈、绝对安全、结盟理论等旧观念，
在国际上树立起一种普遍包容的国
家安全理念，体现了中国风格，展示
了中国胸怀，彰显了中国智慧。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冯金灿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新
发癌症病例超过300万例，平均每分钟
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在河南，每年约
有15万人因癌死亡。面对这一严峻形
势，普及公众抗癌知识、加强规范化治
疗，对肿瘤防治工作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4月 14日上午，第 23届全国肿瘤
防治宣传周活动河南省启动仪式在省
人民医院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科学
抗癌，关爱生命”。

癌症本质是一种慢性病

“癌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了

战胜癌细胞的勇气和信心。”今年59岁
的“抗癌明星”杨晓柏26年前被确诊患
小细胞肺癌，在医护人员的鼓励下，杨
晓柏积极接受治疗，凭借坚强的毅力和
乐观的心态，最终战胜了癌症，至今生
活得十分幸福。

据专家介绍，目前我国的肿瘤防治
情况呈“三三”分，即三分之一的患者能
被治愈，三分之一的患者经过治疗可以
获得较长的生命，还有三分之一的患者
经过治疗可以大幅提高生活质量。

省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周云表
示，癌症的本质就是一种慢性病。“目前
手术切除、化疗、放疗是肿瘤治疗的三
大传统方法，其最终目的都是‘杀光’癌
细胞，但与此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损伤

人体正常的细胞，这也是很多癌症患者
经传统方法治疗后疗效不理想的原
因。”周云说，如今治疗癌症讲究“消灭
与改造并举”的新思路，即通过改造癌
细胞、改造微环境、改造机体，让患者带
瘤生存，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普通体检不等于防癌体检

据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统计，只有
10%~30%的癌症可以归结为基因突
变，接近90%的癌症与环境因素、食品
卫生、慢性感染、生活方式等有关。因
此，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拥有良好的生
活习惯以及注重日常的养生保健，可以
预防肿瘤。

癌症的防治强调“三早”，即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该院肿瘤内科副
主任仓顺东说，体检和筛查是提前发现
癌症隐患的好办法。“不过，普通的健康
体检和防癌体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他解释说，防癌体检是由肿瘤专科医生
利用专业检测手段完成的，除发现身体
内部存在的肿瘤外，还可以对与癌症有
关的病因、癌前疾病进行检测，从而预
防肿瘤的发生。他特别提醒公众，“从
40岁开始，就要重视这种防癌体检”。

目前，防癌体检的费用比普通体检
昂贵，且不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因此仓
顺东建议，有关部门应将防癌体检纳入
医保，以实现癌症的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②7

新华社北京4月 14日电 经国务
院批准，近日人社部、财政部共同印
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
2017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
通知》，决定从 2017年 1月 1日起，为
2016 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
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
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 2016 年退
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5.5%左
右。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
预计将有 8900 多万企业退休人员、
1700多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因此
受益。

此次调整是国家继 2016 年首次
统一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以来，再次同步安排适
当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养老金水平，并统一采取定额调整、
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调整

办法。
定额调整体现社会公平，同一地

区各类退休人员调整标准基本一致；
挂钩调整体现激励机制，使在职时多
缴费、长缴费的人员多得养老金；适当
倾斜体现重点关怀，主要是对高龄退
休人员、艰苦边远地区企业退休人员
等群体予以照顾。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说，今年按
5.5%左右调整退休人员待遇，是综合
考虑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人口老龄
化新形势，慎重做出的决策。

这位负责人说，我国经济发展已
由改革开放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
期步入了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职工
平均工资水平增速和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涨幅放缓。

同时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养老
负担越来越重，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
力不断增大，确需统筹考虑各方面因
素，合理确定调整水平。

习近平会见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

《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

《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
为指引 谱写国家安全新篇章》

我国今年养老金上调5.5%

我省每年约15万人因癌死亡
专家表示：三分之一的癌症患者能被治愈；40岁起要重视防癌体检

新华社发

4月 13日，茶农在信阳市浉河
区浉河港镇郝家冲茶园内采茶。目
前，正值信阳茶叶采摘上市的关键时
期，当地各个茶园、茶场都能看到茶
农们忙碌的身影。 均为新华社发

茶园采茶忙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4 月 14
日，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一审公
开开庭审理了井长水诉胡伟、北京
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权纠
纷一案。原告井长水及其委托代理
人、被告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
讼，被告胡伟经依法传唤未到庭。

井长水诉称，胡伟自2012年起
注册使用新浪微博，自称从事主持人
职业，拥有数万名粉丝。2016年 4
月以来，胡伟在其2个微博上多次发
布了攻击、辱骂、讽刺河南人的言论。

井长水认为，胡伟利用其微博
发布地域歧视言论并传播，对河南

人进行多次攻击、辱骂、讽刺，其行
为有违公序良俗，致使河南人和自
己的社会名誉评价降低，严重侵犯
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亿河南人的名
誉权。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作为新浪微博的所有人及管理
人未对其不堪言论尽到合理的审查
和管理义务。为维护自己及一亿河
南人的名誉权，井长水将二者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删除在
新浪微博上发布的相关言论，并承
担赔礼道歉等侵权责任。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以
及各界群众共260余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③5

井长水诉胡伟辱骂河南人案
一审开庭

4月14日，淮滨县栏杆街道办事
处王湾社区村民正在对西红柿进行管
理，以保证产品能够按时上市。随着
气温回升，农民积极进行田间管理，确
保稳产丰产。⑨7 吴锋 刘伟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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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买我就送”，为再次回馈彩民，4月17
日起，河南省福彩中心开启“双色球1000万
元赠票活动”。活动期间，凡购买单张票面
14元以上（含14元）双色球彩票，即可赠送2
元机选双色球彩票1注，赠完为止。

据了解，与去年相比，2016年河南省福
彩中心举行了“380万元双色球赠票活动”

“800万元双色球赠票活动”，此次加大回馈
金额，将送出1000万元的赠票，是一次实实
在在的回馈。同时，在 2016年的双色球赠
票活动中，不断为彩民送去好运，例如第

2016055 期 ，安 阳 彩 民 智 先 生 在 当 地
41550216投注站参与赠票活动，不料这张
意外而来的彩票，让他收获了二等奖8万多
元 ；第 2016121 期 ，郑 州 彩 民 张 先 生 在
41011425投注站参与赠票活动，当期自己
选的号码没有中奖，而这张赠票却命中二等
奖 22.5 万元；此外还有平顶山彩民李先生
等，均通过赠票收获奖金。

好运不断，惊喜持续。河南作为双色球大
奖福地，一直为彩民送去惊喜，下周一，双色球
赠票活动开启，一起来收获好彩头吧。（张琛星）

双色球1000万元赠票来啦！
4月17日开始，针对全省范围内，送完为止

据统计，双色球近 30期开奖中，每隔 3
期，河南彩民就收获大奖，有时还“三连冠”。
4月9日晚，好运提前来到，间隔1期后，双色
球第 2017040 期蓝球 04 遗漏 73 期后“现
身”，当期开出13注头奖，其中河南商丘彩民
揽入1注，奖金574万元。

据悉，这注大奖出自商丘市睢阳区香君路
与华夏路交叉口附近的41140974投注站，为5
注单式票，投注10元命中大奖。4月11日下
午，大奖得主李先生来到省福彩中心领奖，并分
享了中奖经历。据李先生介绍，购买双色球七
八年了，每期都买，但他只采用机选投注，每期5
注或10注，有时会修改蓝球号码。购买彩票的

那天，他路过投注站，按照习惯他机选了10注
号码，然后将蓝球号码都改成了04，继续期待
收获好运。当晚开奖后，李先生第一时间查询
了开奖，蓝球号码04开出，他一边想着兴许能
中10注六等奖，一边核对红球号码。然后，他
惊喜地发现其中1注与开奖号码一样，随即又
核对了多次，才确定真的中了当期头奖，激动得
一晚上睡不着，多年的坚持终于有了收获。

对于奖金的打算，李先生直言，大奖来得
太突然。“还没想好，先存起来吧，等到心情彻
底平复后，再做打算。”现场，为感恩和回馈社
会，李先生为福彩慈善基金捐出了1万元的爱
心款，并表示会继续支持福利事业。（张琛星）

商丘老彩民喜中双色球574万元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何可 宋
敏）近期，郑州市社保局办事大厅窗
口没有便民座椅，给办事群众带来
不便，引起网络热议。对此，郑州市
社保局向公众道歉，立即作出情况
说明，并增设等候座椅。

郑州市社保局4月14日下午发
出一份情况说明称，报道中涉及的窗
口为郑州市社保局伏牛路办事大厅
一楼东南角窗口，该窗口目前由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数据管理中心使
用，共两个工位，主要承担社会保障
卡换发等工作。办事大厅窗口均依
据国家标准《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设施
设备要求》进行设置。该标准规定

“经办服务大厅柜台受理服务区中接
待柜台的台面高度宜为760mm，可
在柜台上方设置隔断玻璃”。图片中
涉及的经办窗口是社保局市本级办
事大厅内唯一设有隔断的服务窗口，
其余窗口均没有设置玻璃隔断。主

要原因是该窗口经办业务涉及个人
权益、社会保障卡金融服务功能等，
需要有相对封闭的环境。

对于便民座椅消失一事，郑州
市社保局解释，该窗口与大厅其他
服务窗口一样，一直设有便民座
椅。由于近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数据管理中心正在进行全市社会
保障卡换发业务，办事群众数量激
增，人多拥挤，在排队等候过程中出
现了便民座椅被挪移的情况，工作
人员未能及时发现，给后续办事的
群众造成了不便。

郑州市社保局称，针对这一情
况，工作人员已经将座椅复位并进
行了固定，并在窗口附近增设了等
候座椅。同时还增加了引导服务人
员，做好咨询引导和维护秩序工
作。下一步，该局还将把社保卡窗
口增设到8个，增加等候座椅、加装
叫号设备。③6

郑州市社保局便民座椅又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