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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由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青
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一书，近
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少年和共青
团工作，亲切关怀青少年健康成长。习
近平同志围绕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发
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新形
势下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指明了当代青年的历史使
命和成长道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同志的重要论述，对于准确把握青少年
和共青团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
引导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树立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团员增强

“四个意识”、增强先进性和光荣感，动
员广大青少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共分 8个专题：青少年
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
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引导青少年树立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勇做走在
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共
青团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找准
工作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团的干部
必须心系青年、心向青年；今天做祖国的
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加强党对
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的领导。书中收入
189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年 11
月 29日至 2017年 5月 3日期间的讲话、
演讲、批示、贺信、回信等40多篇重要文
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
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9月9日，在墨西哥瓦哈卡州胡奇坦，搜救人员和搜救犬在房屋废墟上进行搜救。根据墨西哥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
9日晚，墨西哥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90人。墨西哥军方和国防部开始向受灾最严重的瓦哈卡州胡奇坦增派救援人员，为当
地民众提供人道援助。 新华社发

墨西哥地震搜救工作继续 死亡人数升至90人

9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明珠实验小学举办“巧手秀花艺 精心育桃李”主题活
动，学生将手工制作的花束礼物献给老师。当日是第 33个教师节，全国各地用多
种方式表达对老师的感谢和祝福。 新华社发

感念师恩

反对“萨德”的韩国民众8日在韩国
总统府青瓦台门前举行抗议活动，敦促
政府撤除“萨德”。此前一天，美韩完成

“萨德”系统在韩“临时”部署。
分析人士认为，韩国政府在“萨德”

部署问题上无视民意并且立场反复，遭
到民众和在野党“围攻”。如何弥合因

“萨德”产生的社会分裂，摆脱外交困
局，是文在寅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

部署引发质疑
经过与反“萨德”民众整夜激烈冲

突后，美国和韩国军方于7日清晨将“萨
德”反导系统剩余 4台导弹发射车及相
关物资运入韩国庆尚北道星州美军“萨
德”基地。

为安抚人心，韩国总统文在寅 8日
晚紧急发表声明辩解称，此次部署是根
据安全局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而进行
的“临时”部署，“萨德”系统的最终部署
将在完成环境影响评估后再做决定。

韩国《韩民族日报》发表社论批评
称，“临时”部署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政
治狡辩”。在事实上已经完成“萨德”系
统部署的情况下，政府的这种说法不过

是托词。
有分析认为，虽然即将启动的部署

地环评程序号称严谨科学，但很难不被
认为是在“走过场”，目的不过是给“萨
德”一个冠冕堂皇的合法身份。

文在寅政府上台4个月来，对于“萨
德”部署问题的表态几度改口，备受诟
病。上台之初，文在寅曾下令彻查“萨
德”发射架秘密抵韩事件。而此后不
久，却又开始强行推动“萨德”部署。7
月28日，韩国防部宣布将在部署地开展
环评，并依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部署。
然而，仅仅一天后，文在寅就表态，为应
对朝鲜导弹威胁，将“临时”部署剩余 4
辆“萨德”发射车，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各方分裂加剧
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最新

民调数据显示，文在寅的支持率自上任
以来首次跌破70％。分析人士认为，如
果文在寅政府无法弥合国内社会分裂，
其支持率可能会进一步下跌，并动摇其
执政基础。

现在执政的共同民主党曾在朴槿
惠政府时期多次批判部署“萨德”系统

的决策，其支持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对部
署“萨德”持消极立场。此次文在寅政
府一意孤行强行完成“萨德”部署，一定
程度上进一步撕裂了民意。

在8日于青瓦台前举行的反“萨德”
抗议活动上，民众代表批评文在寅“背
叛”了其支持者。他们说，文在寅竞选
时承诺将重新审视“萨德”部署决策，并
在当选之初强调部署前应当完成必要
程序，而如今却在没有与公众和国会协
商的情况下下令继续部署，其所做之事
与前任政府无异。

在野的正义党对“临时”部署提出
了尖锐批评，称新政府上台后全然背弃
当初提出的就“萨德”部署进行真相调
查、付诸国会讨论、开展环评的三大
承诺。在野的国民之党则批评文在寅
提出的“临时”部署表述只会继续撕裂
舆论。

保守阵营也批评文在寅政府在“萨
德”问题上出尔反尔，并借机抨击文在
寅政府摇摆不定的安保政策。

外交僵局难解
分析人士指出，文在寅上台后，韩

国周边外交形势错综复杂，其外交安保
政策备受关注。然而，从上台伊始的

“四强外交”口号，到近期的对美一边倒
政策；从主张对话改善韩朝关系，到要
求采取切断对朝原油供应的最严厉制
裁；文在寅的外交安保政策与其对待

“萨德”的立场一样，摇摆不定，甚至前
后矛盾。

民众对外交安保现状感到不满也
成为导致文在寅支持率下滑的一个主
要原因。

文在寅声称，朝鲜的核导威胁不断
升级，加剧了韩国的安保严峻形势，因
此部署“萨德”是现阶段韩国政府所能
采取的最佳措施。

然而，韩国《京乡新闻》在社论中指
出，部署“萨德”非但不能帮助文在寅政
府解决朝核问题，还将是麻烦的开始。
部署“萨德”是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作出
的第一个重要外交安保决策，也是错误
的决策，将使韩国与中国关系短期内难
以缓和。 （新华社首尔9月10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记者王
宾）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打赢脱贫攻
坚战需要持续补齐的民生“短板”。日
前，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服务
百姓健康行动”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启
动仪式上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深入实施好对
口支援、健康扶贫工程等项目，加大对
深度贫困地区的帮扶支持力度，把义诊
等医疗卫生惠民服务制度化、常态化。

2016年全国建档立卡数据显示，因
病致贫、返贫的贫困户占到贫困户总数
的42.6％。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解决好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是脱贫攻坚的“难中之难”，“让贫困人
口看得好病、让基本医疗有保障”是保
障贫困人口民生获得感的重要一环。

国家卫计委、国务院扶贫办等多部

门印发《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指导
意见》指出，采取技术支持、人员培训、
管理指导等多种方式，提高被帮扶地方
的服务能力，到 2020 年，贫困地区人人
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据了解，自2013年起，国家卫计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
部卫生局等部门每年联合举办大型义
诊活动。4年多来，全国共组织近300万
名医务人员，深入到革命老区、贫困地
区、少数民族地区，义诊了近 6000 万名
患者和群众。

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义诊
活动周期间，各地还将开展对口支援医
院义诊、健康大讲堂、院内义诊等活动，
特别是针对深度贫困地区加大帮扶力
度，为深度贫困地区群众提供医疗保健
服务。

健康扶贫“走村入户”
我国4年已累计义诊近6000万患者和群众

强推“萨德”部署 韩国政府四面楚歌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10 日在南昌发布的 2017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显示，证券业等金融行业利润普
遍下降，制造业人均利润增长近三成。

业内人士认为，数据上看，“虚”
“实”经济体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所缓
解，但从企业发展看，制造业仍需应对
诸多挑战和压力。

证券业人均利润仍远超制造业
榜单数据显示，证券业近两年的日

子相对不好过，人均利润下降 49.24％，
但与制造业相比，证券业等金融业的利
润率仍高出不少。

延续去年营收下降的趋势，国泰君
安证券今年上半年营收 111亿元，同比
下降 18.99％，其 2016 年的营业收入为
257.65亿元，同比下降31.47％。

这只是证券业萎缩的一个缩影。
和上年比较，500强企业中证券业企业
营收普遍下降，人均利润减少 56.74 万
元，下降 49.24％，在服务业各行业中，
降幅最大。

“和2015年牛市行情中券商的高增
长相比，2016年市场交易量、信用业务下
降不少，券商利润也随之下降。”信诚资
本基金经理杨仲华说，此外，经纪业务
和投行业务也是利率减少的影响因素。

银行业利润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降。今年 500强企业榜单数据显示，17
家上榜的商业银行营收下降 3.69％，五
大国有商业银行营业收入全部出现负
增长，行业人均利润减少 2.58万元，同
比下降4.2％。

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业就不赚钱
了。《2017中国 500强企业发展报告》显
示，证券业收入利润率高达 24.61％，商
业银行紧随其后，达 22.63％，均高于制
造业相关行业。

和制造业相比，证券业等金融行业
的人均利润也高出不少。报告显示，商
业银行的人均利润最高，达63.52万元，
证券业为58.75万元。虽然制造业人均
利润增长不少，但也仅有7.49万元。

制造业盈利好转，部分
企业仍然艰难

从上榜今年 500 强的制造业企业
看，部分行业复苏趋势明显，但部分企

业仍然艰难。
2017年度的 500强企业报告显示，

我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企业共实现净利
润 9728.87 亿元，与上年相比大幅增长
29.57％，扭转了自 2015 年以来连续两

年净利润负增长的趋势。
“制造业表现较好的原因有二：企

业投资扩张的速度有所放慢，利润留存
稍多；企业内部管理有所提升，在降成
本等方面把得更严，使利润增长有所支

撑。”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杨杜说。
此外，兼并重组也是制造业企业规

模增长、净利润增加的重要推力。如，
中国电子所属中国长城在资产重组后，
2017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约 3.5亿元，
同比增长66.01％等。

今年的 500 强数据显示，119 家制
造业企业在去年实施了并购重组，共完
成并购重组 878次，实施并购重组的企
业数与上年持平，但并购重组的次数比
上年增加439次，增长一倍。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的利润主要
还是来自少数盈利强势企业，大部分制
造业企业仍在艰难求生。数据显示，净
利润超100亿元的制造业企业有24家，
合计净利润占制造业上榜企业净利润
的49.84％。

“虚”“实”不平衡态势有所缓解
金融业向下，制造业向上，“虚”

“实”经济体不平衡态势有所缓解，但
全球经济仍在深度调整期，我国制造
业仍面临着严峻挑战。

数据显示，今年上榜 500 强的 245
家制造业企业共实现净利润 5493.1 亿
元，占 500 强净利润总额的 19.42％，一
改过去五年净利润占比连续下降态势。

榜单数据显示，五大国有银行的净
利润合计占 500 强企业净利润总额的
32.74％，比例连续三年下降。

“制造业利润占比和五大银行利
润占比的一增一减，说明金融和实体
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有所缓解。”中国
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朱宏任说。

但当前全球总需求不振，贸易保
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特别是近年
来，我国企业经营成本持续上升，部分
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面临更为严峻
的挑战和压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
程师张峰说。

为了应对压力和挑战，不少制造业
大企业选择与互联网、金融等融合发
展。如，美的集团正在实现数字化，
让企业价值链的所有流程从物理形态
进入数字世界。

张峰说，振兴实体经济归根到底要
靠企业，企业要弘扬企业家精神，保持
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发展制造业等实体
经济。 （新华社南昌9月10日电）

不平衡态势有所缓解
——从中国企业500强看经济“虚”“实”新动向

据新华社电 先前研究显示，
人有快乐、悲伤、愤怒、惊讶、恐
惧和厌恶 6 种基本情绪。美国加
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
员发现，人的情绪不止这些，其
实有 27 种，还包括浪漫、困惑、怀
旧等等。

研究人员收集了 2185段视频，
时长都为5至10秒，内容包括出生、
婴儿、结婚、死亡、蜘蛛、自然灾害、
大千世界等等。研究人员让800多
名志愿者观看 30 段视频，然后让
他们报告自己的情绪，结果得到
27 种情绪，分别是钦佩、崇拜、欣
赏、娱乐、焦虑、敬畏、尴尬、厌倦、冷
静、困惑、渴望、厌恶、同理心痛苦、
着迷、嫉妒、兴奋、恐惧、痛恨、有趣、
快乐、怀旧、浪漫、悲伤、满意、性欲、
同情和满足。

研究人员在由美国《国家科学
院学报》发表的论文中写道，27 种
情绪才足以形容数百名志愿者对视
频的感受，而非6种。

研究人员还发现，每种情绪
并非“一座孤岛”，通常与其他情
绪共存，比如痛恨和悲伤、怀旧和
浪漫等。

科学家发现
人有 27种情绪

这是9月9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拍摄的一个安置点指示牌。最新气象
预报显示，飓风“艾尔玛”预计 9月 10日早间登陆佛罗里达群岛，届时可能引发狂
风、风暴洪潮、暴雨等气象灾害。截至9日，约有7.5万人在佛罗里达州320个安置
点躲避飓风。 新华社发

佛罗里达州约有7.5万人在安置点内避飓风

据新华社武汉 9 月 10 日电 （记者
王自宸）记者10日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公司获悉，按照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批复要求，三峡工程10日启动2017年试
验性蓄水计划，争取10月底或11月份蓄
至175米。

根据国家防总《关于三峡水库 2017
年试验性蓄水实施计划的批复》的要求，
三峡水库起蓄时间为 9月 10日，起蓄水
位按150至155米控制，9月30日蓄水位
按 162 至 165 米控制，10 月底或 11 月份
争取蓄至175米。各阶段具体水位控制

将根据上下游实时雨水情、防汛抗旱形
势、上游水库蓄水状况和重庆市主城区
河段泥沙淤积情况作适当调整。

受长江上游持续降雨影响，三峡水
库水位明显上涨，有利于蓄水期间的充
分调度。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发布的
水情信息显示，10日2时，三峡入库流量
为28000立方米每秒，出库流量12300立
方米每秒，三峡坝上水位 153.88 米，至
10 日 8 时，三峡入库流量为 38000 立方
米每秒，出库流量为14300立方米每秒，
三峡坝上水位上涨至154.63米。

三峡工程启动新一轮175米试验性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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