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异常肿块、腔肠出血、
体重减轻是癌症重要的早期报
警信号。

重视癌症早期危险信号有
利于及早发现、及时治疗。癌症
早期危险信号有：乳腺、颈部、
皮肤和舌等身体浅表部位出现
经久不消或逐渐增大的肿块；
体表黑痣和疣等在短期内色泽
加深或变浅、迅速增大、脱毛、
瘙痒、渗液、溃烂等；吞咽食物
有哽咽感、胸骨后闷胀不适、疼
痛、食管内异物感；皮肤或黏膜
经久不愈的溃疡，有鳞屑、脓苔
覆盖、出血和结痂等；持续性消
化不良和食欲减退；便秘、腹泻
交替出现，大便变形、带血或黏
液；持久性声音嘶哑，干咳，痰
中带血；耳鸣，听力减退；鼻血、

鼻咽分泌物带血和头痛；月经
期外或绝经后阴道不规则出
血，特别是接触性出血；无痛性
血尿，排尿不畅；不明原因的发
热、乏力、进行性体重减轻等。

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可以预
防某些癌症的发生。如戒烟可
使您远离肺癌等多种癌症，合
理饮食可以减少结肠癌、乳腺
癌、食管癌、肝癌和胃癌的发
生，积极预防和治疗乙型肝炎
病毒、幽门螺杆菌等感染，可以
减少相关癌症发生。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是提高癌症治愈水平的关键。
癌症综合康复治疗可以有效提
高癌症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命
质量。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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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月 10日电 近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定生
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保
障猪肉基本自给为目标，立足当前
恢复生产保供给，着眼长远转变方
式促转型，强化责任落实，加大政
策扶持，加强科技支撑，推动构建
生产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布
局合理、产销协调的生猪产业高质
量发展新格局，更好满足居民猪肉

消费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
《意见》提出，要稳定当前生猪

生产，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加大生猪
生产扶持力度，规范禁养区划定与
管理，保障种猪、仔猪及生猪产品有
序调运，持续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加
强生猪产销监测，完善市场调控机
制。要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大力
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积极带动中
小养猪场（户）发展，推动生猪生产
科技进步，加快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加大对生猪主产区支持力度。
要完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提升动
物疫病防控能力，强化疫病检测和

动物检疫，加强基层动物防疫队伍
建设。要健全现代生猪流通体系，加
快屠宰行业提挡升级，变革传统生
猪调运方式，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
施建设。
《意见》强调，要强化政策措施保

障。一是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完善生
猪政策性保险，提高保险保额、扩大
保险规模，并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联
动，鼓励地方继续开展并扩大生猪价
格保险试点。创新金融信贷产品，探
索将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
殖机械等纳入抵质押物范围。二是保
障生猪养殖用地。完善设施农用地政
策，合理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取

消 15亩上限，保障废弃物处理等设
施用地需要。三是强化法治保障。加
快修订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
例，研究修订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健全生猪产业法律制度体系。加
大执法监管力度，依法查处生猪养
殖、运输、屠宰、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的
违法违规行为。
《意见》要求，各省（区、市）人民

政府对本地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
市场供应工作负总责，主要负责人
是第一责任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大工作力度，抓
好工作落实。各省（区、市）要在今年
年底前，将贯彻落实情况报国务院。

国办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这是建设中的武汉青山长江大桥
渊9月 9日无人机拍摄冤遥

当日袁 随着桥面全面开始铺设沥
青袁 桥宽达 48米的武汉青山长江大桥

主体工程基本完工袁 标志着这座 野最
宽长江大桥冶 进入后续沥青铺设尧 亮
化施工阶段遥

全长 7548 米的青山长江大桥袁

主跨达 938 米袁 是武汉市的第 11 座
长江大桥遥 大桥为双向 10 车道高速
公路袁 设计时速为 100公里遥

新华社发

“最宽长江大桥”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表达合理诉求，维护合法权
益，是法律法规赋予公民的正当权
利。
人民群众应该采取正确的方式，

依法、文明、理性、有序上访。
但是，少数信访人、信访群体

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采取越级、
过激等非正常上访行为，不但不能
解决问题，甚至会触犯法律，最终
受到法律惩处。

非访案例五
2018 年，福建省莆田市秀屿

区信访人梁某梅、谢某凤、林某金
因多次进京到非信访接待场所上
访，且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多次，
仍继续缠访、闹访，扰乱公共秩
序，三人分别被秀屿区法院以寻
衅滋事罪名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非访案例六
2019 年 3 月 3 日，江西省上

饶市铅山县河口镇的杨红某、杨桂
某因其二人无理要求没有得到满
足，到北京越级上访。

两人的非法信访活动，严重违
反《信访条例》，影响了社会正常管
理秩序和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其行
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

3月 7日，违法行为人杨红某、
杨桂某被该县公安机关处以行政
拘留十日的处罚。

（待 续）

9 月 8 日袁 在韩国首尔举行的
2019首尔建筑与城市双年展上袁一名
参观者在夏木塘村展区参观遥

中国建筑中心参展 2019首尔建
筑与城市双年展的实践项目于当日亮
相 袁 两组实践分别扎根于中国乡
村要要要来自江西省万安县夏木塘村的

野夏木塘冶和贵州省黔西南州楼纳村的
野楼纳国际设计师公社冶袁 参展主题为
野空间价值创造冶遥 2019首尔建筑与城
市双年展于 9月 7日开幕袁 展出世界
多地关于城乡创新发展的案例及解决
方案袁将持续至 11月 10日遥

新华社发

中国乡村实践项目亮相
首尔建筑与城市双年展

据新华社平壤 9月 9日电 据
朝中社 9日报道，朝鲜外务省第
一副相崔善姬当天表示，朝方愿
在 9月下旬与美方举行朝美工作
磋商。

朝中社援引崔善姬的讲话报
道说，朝方注意到主导对朝磋商
的美国高级官员近期多次称，已
做好重启朝美工作磋商的准备。
朝方有意在 9 月下旬与美方在双
方商定的时间和地点坐下来面谈。

崔善姬表示，朝鲜国务委员
会委员长金正恩在今年 4 月发表
的施政演说中阐明，美国应收起
目前的“计算方法”，以新的姿态
对待朝鲜，朝方将等待美方做出

决断直至今年年底。
崔善姬说，她相信美方届时

会拿出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朝方
可以接受的方案。如美方在新一
轮朝美工作磋商中因循守旧、没
有拿出新方案，那么朝美间的往
来可能就此结束。

从去年 6 月至今年 6 月，美
国总统特朗普与金正恩先后在新
加坡、河内和板门店举行三次会
晤。今年 6月 30日，特朗普在板
门店与金正恩举行会谈后对媒体
表示，美朝双方将在未来两三周
重启工作磋商。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 8月 7 日表示，期待能在未来
数周内重启与朝方的对话磋商。

朝鲜提议 9月下旬
举行朝美工作磋商

9月 9日袁在英国伦敦袁英国议会
下院举行会议遥

英国议会下院 10 日凌晨再次否

决了首相约翰逊提出的在 10月 15日
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遥 议会随后正式
开始为期五周的休会遥 新华社发

英国议会再次否决
首相提前大选动议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10日电 在
第三十五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庆祝
2019 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10 日
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
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向受到
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
烈祝贺，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
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 11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
大会堂北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走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
热情握手，不时交谈，并同大家合影
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孙春兰参加会见并在表彰
大会上讲话。她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广大教师为人师表、潜心育
人，为国家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
献。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嘱托，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以德施教、立
德树人，刻苦钻研、教学相长，尊重
宽容、严爱相济，做党和人民满意
的“四有”好老师。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增强教师
职业吸引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
氛围。

会上表彰了 718名“全国模范
教师”、79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
作者”、597 个“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以及 1432名“全国优秀教
师”、158 名“全国优秀教育工作

者”，授予 1355项“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此前，教育部等还推选了 10位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全国模范教师代表、河北省辛
集市清河湾学校教师张梦伟，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代表、广西北海市涠
洲岛幼儿园教师范徽丽，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集体代表、苏州建设交通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郝云亮，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代表、四川
大学教授谢和平分别在会上发言。

丁薛祥、陈希、尤权、蔡达峰、夏
宝龙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李克强王沪宁参加会见

据新华社杭州 9 月 10 日电
10日下午，杭州 2022年第 19届亚
运会倒计时三周年暨开闭幕式创意
文案、主题口号征集启动仪式在杭
州举行。

本次开闭幕式创意征集活动面
向全球，应征人可以提交整套全部
环节的创意文案，也可就其中某一
个环节提交创意文案。

开闭幕式创意文案征集只接收
文字形式的表述，全文不超过 5000
字。这既有利于突出最精彩的创意
部分，也可以减少创意文案的复杂
程度，降低投稿成本，体现杭州“节
俭办亚运”的理念。

创意文案首先要紧扣“中国新
时代·杭州新亚运”定位，体现“绿
色、智能、节俭、文明”的办赛理念和
“中国风范、浙江特色、杭州韵味、共
建共享”的要求，弘扬奥林匹克精
神。其次，要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亚洲命运共同体内涵。第三，要富于
人文气质，表现中华民族灿烂文化
和浙江、杭州优秀地方文化与创新
活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突出
智能特色，将高科技手段融入艺术
表现手法，打造视觉盛宴。

据了解，创意文案征集活动至
2020年 1月 31日截止。之后杭州
亚组委将邀请专家组成评审委员
会，对应征的所有创意文案进行评
审，最终产生 10个优秀创意文案。

此外，以“2022，杭州亚运，发
出你的声音”为主题的杭州亚运会
主题口号征集活动也同步启动。

用一句口号，让大家记住一届
亚运会。杭州亚运会主题口号要求
必须原创，不但要符合奥林匹克运
动的追求与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还
要体现杭州作为亚运会举办城市的
历史人文和创新活力。此外，主题口
号要得到全亚洲乃至世界不同文化
背景人群的普遍认同。

提交的主题口号不得含有亚奥
理事会格言、愿景、使命、价值观、目
标、称谓等相关内容，不得含有反映
亚运会举办城市、举办国以及举办
年份的相关信息。

据了解，本次主题口号征集活
动于 10月 10日截止。届时，杭州
亚组委将对应征作品进行形式审
核，并组织评审，最终产生杭州亚运
会主题口号，计划于 2019 年年底
发布。

杭州亚运会
全球征集开闭幕式
创意文案、主题口号

据新华社武汉 9 月 10 日电
按照水利部关于三峡水库 2019年
试验性蓄水实施计划的批复意见，
三峡水库 9 月 10 日正式启动了
2019年 175米试验性蓄水。

本次起蓄水位 146.73米，距离
175米正常蓄水位 28.27 米，待蓄
库容约 213亿立方米。自 2008年
启动 175米试验性蓄水以来，三峡
水库已经持续开展 175 米试验性

蓄水 11次，其中，2010年至 2018
年连续 9 年成功实现 175 米蓄水
目标。

长江水利委员会介绍，与往年
相比，2019 年三峡水库 175 米试
验性蓄水面临前期来水偏少、流域
水库群整体待蓄水量多、长江中下
游水位普遍偏低等三个问题，蓄水
形势不容乐观。

进入 9月后，长江上游水库陆

续进入蓄水期。为统筹协调好长江
流域上游水库群联合蓄水工作，在
水利部的领导下，长江委提前部
署，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精细调
度上游水库群，已提前分阶段开展
了金沙江中游和雅砻江梯级水库
蓄水。

截至 10日 8时，长江流域联
合 调 度 水 库 群 合 计 待 蓄 库 容
516.52亿立方米。

三峡水库 2019年 175米试验性蓄水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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