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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即日起—2021年2月28日（每天0点开始）

● 活动内容:活动期间客户在指定城市公交线路使

用62或9开头银联单标卡在中国工商银行APP或

工银融e联APP出示付款码乘公交,即可享受立减

1元的优惠(最低需支付1分钱，不足1元票价按1

分钱支付)。

● 参与活动城市请扫描右侧二维码

查询。>>>>>>

●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中国工商

银行所有，如有疑问，请致电中国

工商银行客服热线95588。

广告

建行快贷年利率低至4.35%，

万元日息仅1.21元，最高可贷30万。

纯信用、无抵押，手机操作，随借随还。

现在申请还可参与一元购话费活动，快快登录建行手机银行办理吧！
广告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
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
探月工程成果展览，充分肯定探月
工程特别是嫦娥五号任务取得的成
就。他强调，要弘扬探月精神，发挥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步一个脚印
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不断推进中
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为人类和平
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出席活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喜庆热
烈。上午10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同志步入会场，向参研参试人
员代表挥手致意，全场响起经久不息
的掌声。习近平同孙家栋、栾恩杰等
亲切交流，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
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
程成果展览，听取有关月球样品、工
程建设、技术转化、科学成果、国际
合作和后续发展等方面的介绍。习
近平不时驻足察看，详细询问有关
情况。

习近平强调，嫦娥五号任务的
圆满成功，标志着探月工程“绕、落、
回”三步走规划圆满收官，是发挥新

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
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强国建设征程
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航天事业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7年
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
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
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不
断攀登新的科技高峰，可喜可贺、令
人欣慰。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
同梦想，要推动实施好探月工程四
期，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
征程。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统筹谋
划，再接再厉，推动中国航天空间科
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创新发展，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增进人类福

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刘鹤、张又侠、陈希、黄

坤明、王勇、肖捷出席上述活动。
探月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络

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自
治区、直辖市任务保障部门代表等
参加会见。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
国经济科技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工程自立项以来圆满完成
六次探测任务。嫦娥五号任务作为
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
航天系统工程，于2020年12月17
日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
回，为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星探
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
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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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三峡库区气温持续回
升，茶山春花烂漫、茶树吐绿。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组织茶农
抢采今年首批春茶，供应市场。

图为2月22日，湖北省宜昌
市秭归县九畹溪镇界垭村村民
在茶园采摘新茶。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记
者刘羊旸）记者22日从中国海
油获悉，我国渤海再获大型油气
发现——渤中13—2油气田，探
明地质储量亿吨级油气当量，进
一步夯实了我国海上油气资源
储量基础，对海上油气田稳产上
产、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

渤中13—2油气田位于渤海
中部海域。近年来，我国渤海获
得了大型凝析气田渤中19—6、
亿吨级油田垦利6—1等一系列
重大油气发现。

中国海油有关负责人表示，
由于渤中 13—2发现的主体区
属于太古界潜山构造，勘探难度

大。围绕太古界潜山有没有优
质储层和能不能形成油气藏两
大难题，中国海油勘探人员通
过地质认识创新，提出新的成
藏模式认识，成功发现了大型
轻质、优质油藏——渤中13—2
油气田。

为实现储量高效转化，中国
海油创新应用勘探开发一体化
管理模式，利用现有油田设施快
速推动井区建产，探井直接转为
生产井进行试采，降低了钻井费
用，又增加了油气产量。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渤
中13—2油气田将持续推进总体
开发方案部署及实施，成为渤海
油田上产4000万吨的重要力量。

我国渤海再获亿吨级油气发现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记
者王琳琳）为进一步规范医学科
研诚信行为，强化医学科研机构
诚信监管责任，国家卫健委、科技
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修订
了《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
范》，为医学科研人员从事研究活
动及医学研究机构诚信规范划出

“红线”，界定了“是与非”的边界，
促进持续改进医学科研氛围。

针对医学科研人员，规范明
确了医学研究活动应当遵循的
基本规范。一是明确了医学科
研行为涵盖科研项目的申请、预
实验研究、实施研究、结果报告、
项目检查、执行过程管理、成果
总结及发表、评估审议、验收等
科研活动全流程。二是强调医
学研究要牢固树立生物安全意
识，在从事致病病原研究过程做
到依法合规。三是确定医学科
研活动有关记录和数据由所在
单位集中保存的原则。四是明
确提出科普宣传中不得向公众
传播未经科学验证的现象和观

点，在疫情防控期间应当严格遵
守疫情防控管理要求等准则。

针对医学科研机构，规范突
出了其科研诚信主体责任。一
是要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体
系。二是加强内部管理制度。
三是加强成果管理，建立科研成
果全流程追溯机制。四是淡化
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等与人
员奖励奖金、临床医生考核等的
关系。五是建立科研人员职业
培训和教育体系，加强对医学科
研人员诚信教育。六是对特殊
领域如传染病、生物安全等的研
究成果进行评估。

同时，根据当前医学科研诚
信面临的新挑战，规范明确提
出，同意署名的导师、项目负责
人对发生的科研不端行为在承
担管理、指导责任的同时还要承
担同等责任，医学机构对科研不
端行为的处理意见应当予以公
布，医学科研机构集中妥善管理
医学科研相关原始数据、生物信
息、图片、记录等以备核查。

国家修订规范
＠医学科研人员及机构：“红线”勿踩！

新西兰克赖斯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大教堂特彻奇大教堂
修复工作修复工作进展缓慢进展缓慢

超百年历史的克赖斯特彻奇大教堂是城市地标，在地震中严重受
损，十年过去，修复工作仍在缓慢推进。

图为2月3日，在新西兰南岛最大城市克赖斯特彻奇，工程人员在
大教堂工地上工作。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记者高 敬）近日我国不少地方
气温攀升，让人在正月里有了夏
天的感觉。中央气象台预报，从
22日开始，冷空气开始南下，北
方多地气温将接连“跳水”，局地
降温幅度可能超过15℃。

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
2月18日以来，我国大部地区气
温持续回升，尤其是华北、黄淮、
江淮等地增温迅猛。气象监测
显示，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共577个国家气象站突破有
气象记录以来2月份历史极值。
其中，21日突破2月历史极值的

站点高达506个，北京南郊观象
台 监 测 到 白 天 最 高 气 温 达
25.6℃，接近北京5月份的常年
平均温度。

受冷空气影响，华北、东北地
区、黄淮、江淮等地气温将下降4
至8℃，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
以上，其中，东北地区南部、华北
中东部、黄淮东北部等地的局地
日最高气温降幅可达15℃以上。

24日起中南部地区将出现较
大范围降水。预计24日至26日，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有雨
夹雪或小雨；黄淮及其以南大部
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局地降温15℃！

冷空气发威多地气温将迎“跳水”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记
者孙 楠 温 馨）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22日表示，美国独立新闻网站

“灰色地带”刊发的有关文章论证
了所谓“中国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
进行种族灭绝”是彻头彻尾的谎
言，说明了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
在人心。

2月18日，“灰色地带”网站刊
文说，美政府对“中国政府对新疆
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的表态系
基于充斥着数据滥用和虚假信息
的研究报告，属于造谣，并指出报
告撰写者郑国恩供职于美情报机
构操纵的基金会且是极右翼分子。

汪文斌在22日的例行记者会

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有关文章
以大量数据和事实指出郑国恩报
告滥用数据、歪曲资料、编造案例、
断章取义和逻辑矛盾之处，揭露了
郑国恩的真实面目，论证了所谓

“中国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进行种
族灭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美国媒体上述报道，也说明
了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
汪文斌说，一段时间以来，郑国恩
和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出于自身
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炮制涉疆谣
言谎言，图谋用假新闻来博眼球，
向中国泼脏水、扣帽子。然而，不
论他们的“骗术”如何翻新，在事实
真相面前都不堪一击。“总有一天，

郑国恩等肆无忌惮的造谣中伤行
为要受到正义的清算。”

他说，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认清
这些反华势力的真实面目，不被谣
言谎言所迷惑。“近来国际社会越
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了解了新疆的
情况，理解了中国政府的涉疆政
策，主动发声仗义执言。希望更多
外国媒体以客观公正角度进行涉
疆报道。”

“我们希望有些国家和人士正
视新疆稳定发展的事实，倾听新疆
2500万各族人民的呼声，同时多
看看国际社会有关新疆的客观报
道，不要再闭目塞听，更不要自欺
欺人。”汪文斌说。

美媒说美政府涉疆表态属于造谣

外交部：公道自在人心

新华社马尼拉2月22日电
（记者杨 柯 袁梦晨）菲律宾气象
局 22日表示，今年第 1号台风

“杜鹃”当天登陆菲律宾，给该国
多地带来大风和降雨，目前已有
5万多人受灾。

菲律宾气象局说，台风“杜
鹃”于当地时间22日上午9时左
右在菲中部登陆，之后以每小时
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
移动，同时强度逐渐减弱，目前
已减弱为热带低压。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
会当天发布的数据，截至目前已有
5.3万人因“杜鹃”受灾，其中4.9万
人已被转移到临时避难所。此外，
由于“杜鹃”给菲律宾多地带来大
风和降雨，菲中部和南部有179
座房屋部分或全部毁损，另有多
处道路和桥梁被雨水冲垮。

受“杜鹃”影响，菲律宾国内
从19日起至今已有40多个航班
被迫取消，部分地区航运暂停。

菲律宾国内目前尚无因“杜
鹃”造成人员伤亡的报告。

作为全球台风灾害最频发
的国家之一，菲律宾平均每年遭
到约20场台风侵袭。

据新华社旧金山2月21日电
（记者吴晓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一架波音777—200客机20日从
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国际机场起
飞后，飞机右发动机外壳脱离爆炸
起火。对此，波音公司21日发表
声明，建议暂停部分波音777客机
运营。

声明说，目前美国国家运输安
全委员会正在对事故进行调查，建
议在此期间搭载与美联航涉事飞
机同型号发动机（美国普惠公司生
产的PW4000—112发动机）的波
音777客机暂停运营。目前有69
架搭载了这一型号发动机的波音
客机处于服役状态，另有59架处

于库存状态。
波音公司还表示支持日本航

空管理部门以及美国联邦航空局
暂停搭载同型号发动机的波音
777飞机运营的决定，并称其正在
与监管机构合作。波音公司同时
指出，发动机检查工作由生产厂商
普惠公司进行。

台风“杜鹃”
登陆菲律宾
超5万人受灾

波音公司建议暂停部分波音777客机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