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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学思践

悟习近平经济思想丛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

（2021）》《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文集 （2021）》近日在全

国发行。

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理论创新又为回答时代课

题开辟更加宽阔的视野和有效路径。2021年，经济日报启动

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征文活动，开展了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

调研行，从学理研究和实践探索两个层面，立体展现习近平经

济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伟力。理论成果和调研报道在经济日

报上接续推出，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 （2021）》 梳理了经济日报

2021年发表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

论文章；《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文集（2021）》梳理了经

济日报2021年刊发的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度调研报道，生

动展示各地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探索。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等
出版发行

新华社香港3月26日电（记者苏万明）香港特区选举管理
委员会25日宣布，第六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的提名期及

委任选举主任的公告25日刊宪。行政长官选举将于5月8日举

行，提名期由4月3日开始，至4月16日结束。

按照 《选举程序 （行政长官选举） 规例》（第541J章）

的规定，候选人必须在提名期内的通常办公时间内，亲自

到中环爱丁堡广场三号展城馆，把填妥的提名表格送交选

举主任。

任何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没有外国居留权、年

满四十岁，并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不少于二十年，均符合资格

获提名为候选人。

每名候选人的提名须由不少于188名选举委员会委员作

出，其中须包括选举委员会的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不少于15

名选举委员。

选举管理委员会已委任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杨家雄

法官为本次选举的选举主任。

另外，根据《选举程序（行政长官选举）规例》（第541J

章）第4A（5）（b）条，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在

决定某候选人是否获有效提名时，可要求该候选人提供资审会

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资料，以令其信纳该项提名有效。

香港特首选举提名将于4月3日开始

东航客机坠毁事故处置已进入第6

天。“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

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已举行多场新闻发布

会，就公众一些关切和疑问，给出了权威解

释和回应。

飞机是否达到适航要求？

失事飞机投入使用6年多，一些网

民认为其服役年限较久。中国政法大学航

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起淮曾参

与过空难事故现场搜寻和调查工作，他

表示，6年多的机龄并不长。如果用人

来比拟的话，这架飞机属于“年富力

强”的阶段。

东航云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孙

世英表示，失事飞机是2015年6月22日引进

的，飞机维修一直严格按照维修技术方案实

施，技术状况稳定正常。起飞前，飞机符合维

修放行标准和适航要求，正常放行。

航空公司是否压缩维修成本？

网上有传言称，东航在巨亏压力下严

控维修费用、压降成本，认为此次坠机事

故与东航减少飞机维修费用有关联。

东航集团宣传部部长刘晓东介绍，即

使在疫情期间航班量减少的情况下，东航

为确保安全，维修成本也没有降低，实际

上还有所增加，2021年维修成本比2019年

上升了12%，相关数据都是公开和有据可

查的。

驾驶员是否经验不足？

一般航班运行对于机组要求，最低

是两位，即责任机长和第一副驾驶。责

任机长负责整个航班的运行安全，第一副

驾驶配合机长完成航班任务。第三位是二

副学员，不是机组必要成员，作为观察

员，可以帮助其建立飞行经历，增加飞

行经验。

“失事飞机三名飞行机组人员的职务

分别是机长、副驾驶、飞行学员。”东航

客户委员会总经理上官雪民说。

孙世英表示，该航班3位飞行员飞行

执照和健康证都在有效期内，健康状况良

好、飞行经历完备，符合局方要求。三人

飞行总经历时间分别为6709小时、31769

小时、556小时。

失事客机是否曾挂出
7500紧急代码？

刘晓东表示，航班失联前，通信一直是

正常的。也就是说，机组没有挂出任何紧急

代码。

据了解，民航界从0000到7777的数

字中，选用了4096个数字，来代表飞行

遇到的不同情况。比如7500代表“被劫

机”，7600代表“通信故障”。

民航事故调查中心主任毛延峰介

绍，根据机组与空管单位地空通话记录，

该机自昆明起飞一直到航路上突然下降高

度之前，机组与空管单位均保持正常的通

信联系。

机头是否垂直向下砸向地面？

针对目前网上传播的飞机最后机头垂直

向下砸向地面的视频，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

室主任朱涛表示，由于航空器事故调查是专

业性和系统性极强的技术工作，需要调查人

员与技术专家以及相关单位协同配合，才能

抽丝剥茧，理清事实。

事故现场是否检出炸药成分？

记者从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理化

实验室累计受理66份检材，完成检验41份，

均没有检出常见无机炸药的主要离子成分，

也没有检出常见有机炸药成分。

事故调查何时会有结论？

对于23日下午发现的第一部黑匣子（驾

驶舱话音记录器）何时修复并给出相关数据，

毛延峰说，记录器数据下载通常会遇到三种

情况：一是记录器完全不受损；二是记录器破

损，但是数据存储单元状态完好；三是存储芯

片受损。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民用航空器事

件调查规定》，民航局应当在事故发生后30

日内向国际民航组织递交初步调查报告。调

查组将根据上述国内规章和国际公约的有关

要求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据新华社广西梧州3月26日电)

权威回应东航坠机事故公众关切和疑问——

失联前，机组没有挂出任何紧急代码

(上接第一版)瓦努阿图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瓦中建

交4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借此机会祝

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预祝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瓦努阿图总理拉夫曼互致贺

电。李克强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瓦关系，愿同瓦方共同

努力，以建交40周年为契机，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务实

合作潜力，推动中瓦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拉夫曼表示，瓦方高度重视瓦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珍视

双方卓有成效的合作，诚挚感谢中方持续支持瓦国家发展。期

待同中方一道，拓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加强在多边

领域的协调，不断深化两国关系。

庆祝中瓦建交40周年

搜救人员腰

间系着安全绳进

行搜索。

新华社发

排列5第22075期公告
中奖号码：76102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2075期公告
中奖号码：761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超级大乐透第22032期公告
中奖号码：

05+09+18+31+32 01+05

一等奖 0 0元

一等奖（追加） 0 0元

二等奖 140 102698元

二等奖（追加） 36 82158元

三等奖 255 10000元

四等奖 510 3000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1270429256.90元

体彩公报

据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记者樊曦）26日，中国铁路
12306官网发布公告。公告表示，铁路部门计划于4月上旬对

旅客列车运行图进行优化调整，以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

求。为切实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将暂停发售4月8日及以后始

发的各次旅客列车车票，预计恢复发售时间为4月2日。

据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4月8日零时起，全国铁路

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统筹考虑铁路新线投用和客货列

车开行结构调整，精准配置运力资源，积极服务国民经济平稳

运行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是优化中东部地区高铁运行径路，丰富旅客出行选择。

在充分用好合武、合宁高铁连通湖北地区与长三角主要城市的

同时，利用即将开通运营的黄冈至黄梅高铁的联络线功能，进

一步盘活中东部高铁网，增加湖北前往长三角地区的高铁径

路，丰富旅客出行选择。二是提高电煤运输能力，积极服务国

民经济平稳运行。三是增开国际联运、海铁联运货物列车，更

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铁路发布公告

4月8日起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本报讯（记者张鹏）上海市教委日前公布了2022年高中阶

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实施细则，今年中考时间为6月18日-20

日。6月18日考试科目为语文、综合测试笔试；19日考试科目

为外语笔试、数学；20日考试科目为道德与法治、历史。

今年是本市高中阶段学校采用新的招生录取办法的第一

年，中招志愿填报和自主招生统一在学业考试后进行。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以下简称

“学业考试”）语文、数学、外语、道德与法治、历史、体育

与健身和综合测试（含物理、化学、跨学科案例分析、物理和

化学实验操作）的成绩计分，总分750分。

今年，本市中考自主招生录取分四个类别：市实验性示范

性高中、市特色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录取；优秀体育学生、艺术

骨干学生自主招生录取；国际课程班和中外合作办学高中自主

招生录取；中职校自主招生录取。四种类型自主招生均可兼

报，前两种自招类型各设2个志愿，志愿不分先后。“名额分

配到区”和“名额分配到校”招生录取各设1个志愿，后者仅

限不选择生源初中在籍在读满三年的应届初三学生填报。

志愿填报和自主招生首次在学业考试后进行

今年上海中考6月18日-20日举行

(上接第一版)骆 轶 来 自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保障局，昨天他和局里其他 10名党员

志愿者一起下沉一线，与基层干部并肩

作战。

“这是为了从严从紧、从细从实落实疫

情防控工作措施，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

零，早日让大家生活恢复常态。”骆轶这样

解释。作为一名60后，他拥有多年基层工

作经历，擅长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筛查工

作十分顺利，即便有少数居民有些情绪，但

通过解读最新政策，也都能积极配合。”

抗原检测现场
4000多人小区3小时完

成全部检测

昨天开展的非重点区域抗原检测，无论

对市民群众，还是对基层一线、党员志愿者，

这都是头一回。

“前一晚接到任务后，我立即在小区群里

发布了招募志愿者的消息，很快就有50多人

报名。”浦东海关驻金桥办事处党员郝鹏燕这

样说。自小区封控管理以来，她“就地转岗”成

为洋泾街道志愿者，奋战在抗疫一线。

“关键要让居民了解如何做抗原自测。”

郝鹏燕说，“志愿者团队中，有人制作了图解

说明、视频等材料，第一时间分发小区各个

群，让大家掌握正确自测方法。”

小区有30多个门栋、1500多户、4000余

居民。下午3点开始，志愿者们和居委会干部

两人一组，一人分发试剂，一人负责登记，很

快就把试剂分发完毕。

“9号楼202室有两位老人不会自测。”一

位志愿者在群里“求救”。很快，居民区书记就

派志愿者上门帮他们做好自测。

至下午6点，3小时内，小区完成全部检测。

同样奋战在抗原检测一线的，还有来自

团市委的党员志愿者王前。王前居住的杨浦

区大桥街道某小区，老龄化超过50%。

“我以前在团区委基层工作部工作过，对

基层事务比较熟悉。”对于如何帮助老人自测，

王前和居民区书记商量了几套方法。比如，通

过教会家中年轻人，来帮助老人检测；如果只

有老人，实在学不会的，则上门帮忙完成。

“实际做下来比较顺畅。”昨晚7点15分，

王前做完全部检测后感叹，“大家十分配合检

测工作，也希望能尽快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

仗硬仗。”

上海机关党员干部闻令而动驰援检测一线

把好“人员管控”关，落实“五到位”
据隧道股份上海隧道工程公司介绍，其参与施工的上海市域

铁路机场联络线，正处于盾构掘进的关键阶段。工地实行“封闭”

管理，由项目部安排专人守好工地大门，同时组织全员开展核酸

检测。3月初至今，工地已实施数次全员核酸检测，确保人员安全。

面对疫情期间供应链、人力等相关资源的不确定性，项目团

队制定应急策略，保障工程生产不断不乱。例如，弧形件特殊环

存放基地有封闭的可能，项目团队通过积极调配，保障有材可

用。针对混凝土试块检测工作，他们采用“专车专送”并要求送检

人员持24小时内核酸报告完成每日试块送检。

隧道股份市政集团承建的上海市固体废物处置中心（二期）

工程是上海市重大环保建设项目之一，将有力提升危险废物处

理能力。在封闭式管理期间，项目团队把好“人员管控”关，“一人

一档”为新进场工人制作健康档案，包含“14天内活动轨迹，查验

健康码、行程码，登记疫苗接种记录”等，同时还专设“疫情防控工

作小组”，每日对宿舍、食堂、办公场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消杀。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前天发布紧急通知强调，建设单位

和总包单位相关负责人必须密切关注在沪各工地现场的疫情防

控情况，充分研判发展趋势，亲自指挥工地管理团队，落实专人

负责工地疫情防控工作，确保项目管理、防疫措施、人员管控、生

活物资保障、应急处置“五到位”。

上海重大工程严防疫稳施工
（上接第二版）如果商品“成本没有发

生明显变化的，进销差价率超过2022

年3月19日（含当日）前7天内在本交

易场所成交，有交易票据的同一商品

或同类商品最高进销差价率的”，可据

此判定经营者有哄抬价格的违法行

为。如果确因运输、人工等客观原因，

成本发生明显变化的，进销差价率以

实际成本为基础，进行合理确定。

《意见》同时认为，如果经营者的行

为中，有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大幅度提

高价格；生产成本或进货成本没有发生

明显变化，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大幅度

提高价格；在一些地区或行业率先大幅

度提高价格；囤积居奇，导致商品供不

应求而出现价格大幅度上涨；利用其他

手段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

高上涨等行为，均构成哄抬价格行为。

《意见》对于行政处罚幅度也作出

了明确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

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彭文皓告诉

记者，目前，徐汇、普陀、浦东、闵行、松

江和奉贤等区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成立

了保供稳价工作专班。截至前天，本市

共出动价格执法人员15284人次，检

查相关单位24418户次，发放提醒告

诫函19292份，对检查中发现经营者

存在的价格问题已督促整改。

重点企业兜底保障，
“24小时速递”保供

为了抑制菜价上涨，上海正采取

多种措施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平稳。目

前，本市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江

桥批发市场已启动应急预案，对人员

进行管控，做好车辆、场地消杀工作，

并调整至备用场所开展交易。上海将

通过优化交易组织流程、提倡无接触

交易、提高交易效率，做到批发市场

“有得装、装得上、运得快”。

来自上海蔬菜集团的数据显示，3

月21日至25日，江桥市场成交蔬菜

23325吨，日均4665吨，交易规模总体

平稳。目前上海蔬菜库存已达6000

吨，基地储备蔬菜21000吨，总量在

2.7万吨，可供市民三天的消费量。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

本市部分封控小区出现的阶段性生活

物资供应紧张和配送较慢的情况，已

建立起封控小区生活物资保障协调工

作机制。在市级层面，实行重点保供企

业兜底机制，由百联集团、光明集团对

接相关区，予以兜底保障。

光明食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以蔬菜集团批发、农超集团和良友集团

零售为主，以光明餐车、良友便利、随心

订为辅。其中，蔬菜集团主要负责南北

基地调运，农超集团负责物流配送到超

市卖场便利店等终端。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执行董事种晓兵告诉记者，连日来，在

静安、闵行、徐汇等区，过去5天为封

控小区居民送出6万多份“安心宅家”

套餐，“针对封闭小区，我们已推出‘24

小时速递’保供服务方案，为居家隔离

居民解决燃眉之急”。

上海：不得借疫情获取不当超额利润
（上接第二版）

本报讯 据新华社消息，“‘3?21’东航

MU5735航班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

员已全部遇难。”在26日晚上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指挥部现场副总指挥、民航局副

局长胡振江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对“3?21”东航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处置的有关要求，“3?21”

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

置指挥部组织消防救援人员、解放军指战

员、武警官兵，以及公安、卫生检疫、交通、

自然资源等多部门连续6天在事故发生区

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并组织专家比对分

析各类监控、记录设备中的视频影像内容，

综合分析空管雷达、ADS-B等设施设备记

录的关键数据，特别是对坠机现场残骸分

布的勘查判断和分析，可以确定搜寻现场

已无生命迹象，通过DNA鉴定已确定120

名遇难者身份。

“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在这里宣

布，‘3?21’东航MU5735航班上123名乘客

和9名机组人员已全部遇难。”胡振江说。

最后，参加新闻发布会人员全体起立，

为机上遇难人员默哀。

东航坠机事故现场，挖掘机轰鸣不绝。

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双手操控机械

紧张作业，仍在努力挖通方便搜寻的新路。

不远处，现场指挥部灯火通明。藤县人

民医院护士王丽香陷入沉默，再出声已是

哽咽。“我们在现场24小时轮班值守，每个

医务人员一直心存希望。”说完后，王丽香

掩面哭泣。

一顶顶帐篷内，工作人员撑着疲惫的身

体，为加班加点的搜救人员提供医疗、电力等

后勤保障。

“心情很沉重，这些天我们一直都在飞机

撞击地以及周边山顶搜寻，期待着奇迹的发

生。”桂林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黎少林说。

这一整天，黎少林和众多救援人员把在

核心现场挖起来的泥堆再一点一点扒开搜

寻，“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残骸部件，

仔细寻找着遗骸遗物。”

志愿者陈忠伟抹泪。“这些天我们每个人

都想干点什么。”他所住的界垌村离事发地约

5公里，事发第二天他就骑着摩托车前来做

志愿者，每天都在接送救援物资和人员。

藤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梁孔壬由于连日

来的高负荷工作，双眼布满血丝，缓缓说道：

“多么希望他们都平安。”

坐在梧州市的酒店房间里，遇难者家属

小谭又一次忍不住拿出手机，翻看哥哥的照

片。经过6天的等待，虽然明白哥哥生还的

可能性很小，但消息传来，还是让她瞬间泪

流满面。

在网络上，很多网友纷纷用蜡烛表达哀

思，不少网友跟帖：“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望他们一路走好，家属节哀，工作人员辛苦

了”……

夜已深，坠机事故现场灯光明亮。再过数

小时，晨曦会与灯光交错，现场的工作人员将

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东航MU5735航班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期待着的奇迹没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