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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7 月 1 日，西南军区司令
员贺龙在成都火车站成渝铁路通车典
礼上将红绸彩带用力一剪，标志着“蜀
道难”的历史从此改变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国从
清末即开始在四川筹建铁路，民国时
期也曾几次筹划，但延宕至新中国成
立，川渝大地还是没有一寸铁轨。

1950 年，成都、重庆刚刚解放不
久，中央即决定修筑成渝铁路。同年6

月，3 万多解放军官兵带着未尽的硝
烟，投入了筑路的战斗。随后，铁路沿
线的农民也纷纷加入筑路大军。

成渝铁路动工之初，最大的困难
是没有枕木。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几十
个县发动了献卖木料的运动。成渝铁
路所需要的钢轨和配件，国营某钢铁
厂制造出来了。道钉、道岔和某些机
器，重庆 400 多家私营钢铁厂承担起
来了。十万劳动大军所需要的工具，重

庆相关工厂的职工包做了。过去铁路
上用的从美国买来的火药，西南的工
厂自己能够制造了。完全用本国的器
材修筑铁路，在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还
是第一次。

成渝铁路的修建带动了当地工农
业的发展。许多停工半停工的工厂恢
复了生产，失业工人找到了工作，贫苦
农民通过献卖木料、参加筑路增加了
收入。这使沿线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

铁路，筑路民工更加尽心地为铁路服
务。民工提出口号：“保证火车不在我
做的路基上出事故！”沿线农民组织起
护路队，许多妇女深更半夜还在线路
上护守巡逻。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形成了新的
交通系统，密切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促
进了工商业的繁荣，为西南的工业化
建设铺平了道路。

据新华社

新中国峥嵘岁月

中国温度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述评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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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洪流滚滚

向前，社会进步一日

千里，中国温度始终

如一。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王思北

蜀道之难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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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身披兽皮的苦聪人，
在森林里钻木取火；另一边是衣
着光鲜的苦聪人，开着小轿车行
驶在马路上——云南省金平县
地棚村的广场上，一幅墙画形象
地描绘出“最后的原始部落”60
多年间完成的“千年跨越”。

巍巍哀牢山，曾“锁”住这个
被世界遗忘的部落。千百年来，
苦聪人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漂
泊不定、啼饥号寒。

纵使山高路远，哪怕道阻且长。
前进的征途中，一个也不能少。

一支支解放军和民族工作
队历尽艰辛找到了苦聪人。命
运，从那一刻发生了奇迹般的转
折。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波澜
壮阔的改革开放，反贫困的伟大
斗争，他们再也没有掉队。

从沿袭千年的游猎生活到学
会耕田插秧，从以物易物到上网
卖货，从结绳记事到培养出第一
名北大博士生……老人们感叹：

“苦聪人世世代代受苦，直到共产
党来了，我们才算见到了太阳！”

一切为了人民。赤诚的初
心，在 70 年波澜壮阔的征程上，
刻印下为了人民而迈出的坚实
足迹——

百姓的“米袋子”充实起来：
从 1949 年至 2018 年，中国粮食
产 量 从 2263.6 亿 斤 提 高 到
13157.8 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
实现翻番，彻底粉碎了“中国共
产党解决不了人民吃饭问题”的
断言；

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49 年的
仅 49.7 元 ，增 长 到 2018 年 的
28228 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
1956 年 的 仅 88.2 元 ，跃 升 至
2018年的19853元；

亿万居民圆了“安居梦”：
2018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
面积达到39平方米，比1949年的
8.3平方米增加了3.7倍；上亿居
民“出棚进楼”；住房保障工作让
约2亿困难群众圆了“安居梦”；

……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人民的生活日新月异，初心
的温度恒久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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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神汉堡”“川香茶叶蛋”
“粉丝炖牛排”……丰富的营养
餐，是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春涛
镇黄泥村黄泥小学学生吴一蔓
新学期走进学校的最大惊喜。

自2011年“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启动以来，
已有 3700 万名农村学生和吴
一蔓一样，在学校吃上了营养
餐。这一粥一饭的暖意，将陪伴
孩子们走过漫漫求学路，走向
更高更远的人生舞台。

70年，更广阔的人群感受
到国家飞速发展的温度——

那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
络带来家门口“15 分钟医疗
圈”的便捷，那是670万因病致
贫返贫户成功脱贫后的舒心，
那是16.38 万个养老机构和设
施为“最美夕阳红”添上的绚丽
色彩，那是78万多名无人监护
的农村留守儿童有了受委托监
护责任人的安全感，那是经常
性生活救助每年为近 5000 万
困难群众点亮的希望……

70年，更多暖人新政让人
民共享经济社会进步的成果
——

2018年10月1日，我国个
税起征点提升至5000元。免除
个税，让广西安科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职工杨晓露有了切实的
获得感。当月，全国个人所得税
减税316亿元，6000多万名“杨
晓露”增加了实打实的福利。

从温饱到小康，从“有没
有”到“好不好”，从更好到更公
平，人民群众渴盼着美好而有
尊严的生活。

双休工作制、法定节假日、
带薪年假……休假权利得到保
障，我国公民全年休息日达到
120 天以上；实行办理护照等
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制度，
超过 9 成申请人在 30 分钟内
完成现场申办证件手续；户籍
改革从“破冰”到前行，1 亿多
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行动
不断深入……

70载芳华璀璨。一个国家
发展的民生温度，绘就人民幸
福的厚重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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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网络听书机，给 63 岁的
刘思纯带来了阅读的无尽快乐。
湖南省首家盲人数字图书馆的现
代化设备，为刘思纯这样的视力
障碍者打开了崭新的世界。

“我们要充分认识残疾人的
权利、价值和尊严。他们与健康人
一样有权享有生活中的一切。”中
国残联主席张海迪这样讲述她眼
中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当年，5 岁的张海迪想上学，
母亲背着她一家一家找学校，得
到的回答是：“对不起，我们不招
收残疾的孩子。”

如今，我国残疾人教育体系
日趋完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
育普及水平显著提高，残疾人非
义务教育稳步发展，融合教育不
断完善，特殊教育公共支出持续
增长。

“现在每年有近万名残疾学
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多年前的
梦想在今天终于成为现实。”张海
迪说。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每一个
笃信奋斗的个体都能通过努力拥
有出彩的人生。一系列直抵人心
的举措，为亿万中国人美好的未
来保驾护航——

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
代教育体系、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
育、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全
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中国教
育现代化 2035》的蓝图中，“人人
皆可成才”不再只是一句口号。

到 2022 年和 2030 年，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分别达到 1.9 平方
米及以上和 2.3 平方米及以上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的字里行间，折射出从“以治
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的巨大转变。

呼吸更清新的空气，饮用更
洁净的水，共享同一片湛蓝的天
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勾勒出人
们在美丽中国的惬意生活。

柴米油盐、点点滴滴，从过去到
未来，中国温度无处不在、伸手可及。

我们总是深情地将祖国比作“母
亲”。中国的温度，便是母亲的温度。

这是内蒙古阿尔山市一处棚改集中安置点（8月12日摄）。新华社 发

经过40年逐渐发展，地方立法
的作用日益彰显。记者获悉，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将适时考虑提出修
改完善相关法律的建议，赋予地方
更大立法空间。

在日前举行的省级人大立法工
作交流会上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
提出，现有地方立法权限范围过窄、
空间不足，建议给地方更大的立法
空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这
一问题正在研究。

赋予地方立法权是我国立法体
制发展的里程碑。改革开放以前，我
国的立法权高度集中，只有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有立法权，全国人大常
委会没有严格意义的立法权，地方
没有立法权。从1979年地方组织法
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立法
权开始，地方立法权限逐步扩大。

当前，除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
外，只要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
相抵触，省级人大都可以制定地方
性法规。对于一些只能制定法律的
事项，有些法律还赋予了地方制定
实施办法的权力，比如选举法、代表
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

2015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对立法法作出修改，赋予所有设区的
市地方立法权，明确设区的市人大及
其常委会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
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
制定地方性法规。目前，我国现行有效
的地方性法规达到了12000余件。

赋予地方人大立法权，可以发
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而且中
央立法很难在细节问题上覆盖全
局，也需要地方立法因地制宜地予
以细化和补充。

“从现实发展看，现行立法体制
总体上适应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但也存在一些
不适应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有
关负责人表示，宪法法律给予省级
人大立法权限的范围，具有很大的
实践空间，能够适应地方立法需求，
但随着新情况新任务的增多，也有
必要根据实际情况给地方人大立法
创造更能发挥作用的条件。

据悉，这次会议还对省级人大重
点立什么法提出指导意见，要求抓好
高质量立法、惠民立法、环保立法、弘
德立法、协同立法等五个方面立法。
同时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依法积
极支持省级人大的有关立法工作。

全国妇联日前作出决定，授予
张富清家庭、马旭家庭全国五好家
庭荣誉。

决定指出，张富清作为一名具
有70余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一辈
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深藏功名、
淡泊名利，对家人严格要求，在国家
困难时期，作为领导干部，他带头将
妻子精简下岗，动员大儿子放弃国
企招工机会去林场当知青，鼓励子
女们自强不息、自己奋斗，带领一家
人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共同书写了
淡泊名利、廉洁齐家、艰苦奋斗、乐
观向上的家风故事。

决定指出，马旭夫妇二人携手
半个多世纪，为新中国空降兵事业
奉献了毕生精力。离休后二人退而

不休，潜心医学科研，发表了100多
篇学术论文和体会，撰写《空降兵生
理病理学》《空降兵体能心理训练依
据》，填补了我国此方面研究空白，
研制出“充气护踝”“单兵高原供氧
背心”等获国家发明专利。夫妻二人
生活十分简朴，将攒下的1000万元
全部捐给家乡公益事业，用实际行
动践行了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
向善、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家庭观。

全国妇联号召亿万家庭向张富
清家庭、马旭家庭学习，自觉传承和
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
家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
庭中落细落小落实，以小家庭的和
谐共建大社会的和谐，共同推动形
成家家幸福安康的生动局面。

全国人大拟考虑修法
赋予地方更大立法空间

全国妇联授予张富清家庭、
马旭家庭全国五好家庭荣誉

8 月 30 日 ，财 政 部 公 布 了
2018 年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情
况和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使
用情况。2018年全国发行销售彩
票5114.7173亿元，共筹集彩票公
益金1338.7498亿元。在财政部发
布的这个最新公告中，我们注意
到，如同往年，全国社保基金在
2018 年的彩票公益金分配使用
中依然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那
么，彩票公益金与社保基金、彩票
公益金与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
人，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358.45亿元彩票公益金已经
成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重要资
金来源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彩票公
益金分配政策，彩票公益金在中央
和地方之间按50：50的比例分配，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在社保基金
会、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民政部
和体育总局之间分别按 60%、
30%、5%和5%的比例分配。经全国
人大审议批准，2018年中央财政安
排彩票公益金支出586.5392亿元，
其中分配给社保基金会358.45亿
元。彩票公益金已经成为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的重要资金来源。支持、
补充、保障全国社保基金这个“大
粮仓”，就是彩票公益金的一个责
无旁贷的使命。社会保障基金是国
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养
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
剂而专门设立的战略储备资金。老
龄化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据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我
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
2.49亿，占总人口17.9%，65周岁
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1.9%。种种
数据显示，我国已步入了老龄化阶
段，并呈现出老龄化来得早、总量
大、速度快、“未富先老”的严峻形
势。社会保障基金的设立是党中
央、国务院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
系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维护人民长远利益实
施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

9130.89 亿元全国社保基金
18 年来累计投资收益可观 彩票
公益金贡献突出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设立于2000年8月，由中央财
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
投资收益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
式筹集的资金构成，平时不得动
用，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
理运营。据统计，2000年全国社保
基金设立当年，财政拨入资金200
亿元，至2018年年底，中央财政净
拨入资金累计达到9130.89亿元。
在这其中，彩票公益金发挥了重要
作用，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
民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3010.14 亿元彩票公益金累
计补充社保基金占财政拨款比例
达 32.89%从 2001 年起，彩票公
益金就成为社保基金不可或缺的
重要资金来源。根据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会年报，2018年财政性拨
入全国社保基金资金 573.77 亿
元，其中中央财政预算拨款 200
亿元，彩票公益金358.45亿元，彩
票公益金占比62.47%，在财政性
拨款中占据大头。截至2018年年
底，在中央财政净拨入社保基金
的资金和股份中，彩票公益金累
计达到3，010.14亿元，占财政净
拨入额的32.89%，成为社保基金
的重要来源之一。彩票公益金持
续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提供资金
支持，可以说与每个人的切身利
益都密切相关，是事关国家发展
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的重大
民生工程。社保基金和彩票公益
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其实，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彩票公益金的
使用方向，已越加聚焦于提供基
本公共服务，集中于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为社会公益事
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里就是您的爱心汇聚。

让数字告诉你：
彩票公益金与社保基金有啥关系？

甘孜福彩视窗

双色球2019105期开奖号码：02 13 15 17 26 33 01
3D 2019245期开奖号码：8 1 2
七乐彩2019105期开奖号码：11 12 16 19 20 23 25 14

中奖号码以中彩中心当期开奖结果为准
公益投注 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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