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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揭晓
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获得殊荣

超额完成2019年度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

京津沪等10省市榜上有名

据新华社杭州2月17日电（记者 许舜
达）记者17日从浙江省龙泉市委宣传部获
悉，16日19时30分左右，龙泉市公安局110
指挥中心接到救助报警，22名绍兴驴友在龙
泉山景区登山返回时迷路被困，急需帮助。

得知消息后，当地即刻部署启动应急
响应预案，公安、消防、应急管理、凤阳山管
理处、林业、龙南乡、兰巨乡等相关单位，以
及蓝天救援队、当地热心村民共百余人，迅
速集结奔赴现场，加入救援行动。

龙泉山黄茅尖山高林密、山体陡峭，加上
天黑风大、下雨路滑，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困
难。经过8个多小时的紧急救援，17日凌晨4
点左右，22名驴友全部被安全解救。
据了解，这批驴友是看到在龙泉举办的

“江南之巅天空越野赛”图片后，觉得这里风
景很美慕名而来，由于对景区路线不熟悉，加
上下雨路滑，妇女小孩行走缓慢，导致队伍从
黄茅尖下山时走散迷了路。目前，22名驴友
身体无恙，并已得到妥善安置。

据新华社天津2月17日电（记者 周润
健）天文专家介绍，2月19日，红色的行星
火星和红色的恒星毕宿五将与一轮上弦月
联袂上演一场“双星拱月”的天文好戏。在
天气晴好的条件下，我国感兴趣的公众肉
眼可见这幕趣味天象。

整个2月，金木水火土这五颗行星中，只
有火星的观测条件尚可。天津市天文学会
副秘书长许文介绍，如果天气晴好，2月19日

日落后不久，一轮正月初八的上弦月将高挂在
西南方天空，散发出皎皎的清辉。仔细观察会
发现，在月亮左右不远处各有一颗红色的星星
“一闪一闪放光芒”。右边的是火星，左边的是
毕宿五。这两颗红色的星星“拱卫”着月球“争
红斗艳”，成为夜空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许文提醒说，在光污染小的地方，感兴趣

的公众还可以看到两个疏散星团在“双星拱
月”这片天区互相为伴。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为提高
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加强托育机构、幼儿园和
学校传染病防控，教育部近日联合卫生健康委印发《儿童入
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强调儿童入托、入学须查验预
防接种证。

查验办法明确，现阶段全国所有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小学
均应当开展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查验对象为所有
新入托、入学、转学、插班儿童。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在儿
童入托、入学时，须查验预防接种完成情况评估结果，并督促
需要补种疫苗的儿童监护人及时带儿童到接种单位补种疫
苗，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须在新生开学后或儿
童转学、插班30日内完成。

根据这一办法，对需要补种疫苗的儿童，疫苗补种工作由
儿童居住地的接种单位或托育机构、幼儿园、学校所在地接种
单位负责，完成补种后，接种单位应在预防接种证上入托、入
学预防接种完成情况评估页填写补种完成信息，交托育机构、
幼儿园和学校在当年12月底之前再次查验。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 安蓓）记者日前从国家发
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国务
院有关规定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对各省（区、
市）2019年度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措施落实和目标完成
情况进行了考核。其中，北京等10省（市）考核结果为超额完
成等级，河北等18省（区）考核结果为完成等级。

据了解，北京、天津、上海、安徽、福建、河南、广东、重庆、四
川、甘肃10省（市）考核结果为超额完成等级；河北、山西、吉林、
黑龙江、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西、海南、贵州、
云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18省（区）考核结果为完成等级；辽
宁考核结果为基本完成等级；内蒙古考核结果为未完成等级。

对考核结果为超额完成等级的北京等10省（市）予以通报表
扬；对考核结果为未完成等级的内蒙古自治区予以通报批评。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工作部署，坚持
和强化能耗双控制度，全面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有效倒逼产业
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切实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趣味天象 双星拱月闹天宇

教育部联合卫健委印发《办法》

儿童入托入学须查验预防接种证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2021年的春运客
流减了很多，车厢空了很多，安全保障却强了
很多。一组组特殊的数据，透露出这个特别
的春运里“安全”二字的分量和背后的故事。

——智能测温7.53亿人次，“无
感”让旅客有更好的体验感。

作为春运中疫情防控的重点，高铁站的
体温检测是其中一道重要防线。然而在广州
南站，进出站的旅客不留心几乎感受不到体
温检测环节所在。广州南站党委副书记王展
新说，为避免因为体温检测造成人员拥堵，车
站在进出站通道安装了100台智能体温检测
系统。旅客不需要停留，正常从进出通道走
过就能检测体温。

据广铁集团介绍，今年该集团一共在车站
配备431套红外线智能体温检测系统，旅客在
设备8米内都能精准测出体温。截至目前，已
累计检测旅客体温7.53亿人次。

——用掉14.5万瓶消毒液，每
日消毒55万平方米，让回家的人有
干净的车站。

在广州南站，每天深夜23时30分，负责
疫情防控工作的客运值班员司淋涛准点开始

“清场”。近7万平方米的广州南站候车室
内，地板、座椅、电梯等每一个需要消毒的角
落都必须认真进行消杀。全站消毒作业完毕
时，已是凌晨5时。日常站车消毒是铁路防
疫的重要环节。广铁集团增派1000名党员
骨干、业务骨干，组建消杀突击队、小分队，每
日对车站、线上运行列车进行消毒清洁。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各车站已
用掉14.5万瓶消毒液，每日消杀动车310组，
消杀车站面积约55万平方米。

——每日清洗空调滤网420片，
负重30斤步行十几公里，让旅客有
一趟空气清新的列车。

动车组列车的消毒通风，是列车运行中
防疫的关键。动车组车厢内是一个密闭结
构，内部的空气需靠空调系统来完成。疫情
发生后，铁路部门对所有动车组列车，最大限
度增加新风供应量，各车厢每隔5分钟至10
分钟就完成一次新风换气。

加大空调滤网的消毒清洗和更换频次，是
确保通风系统运转良好的关键。一组动车组
要完成所有滤网的拆除、清洗、浸泡消毒、烘干
和安装，需要近3个小时的时间。春运以来，广
州动车段广州东运用所检修班工班长尹达宇

和工友们每天要清洗空调滤网420片。
从去年疫情发生以来，尹达宇和他的消

毒小组不仅每晚要背着30斤重的消毒桶步
行十几公里对动车组消毒，还要组织开展当
晚的动车组检修工作。

——266台免费自助口罩机，有
安全更有温暖。

2月8日，来自四川南充的王丽带着公司
发的年货和一大袋新鲜水果准备从广州火车
站乘火车回家，在人脸识别进站时，不小心将
口罩掉在了地上。因为临走匆忙只带了一个
口罩，虽然觉得有点脏，王丽也只能将口罩捡
起来，擦擦上面的灰尘，准备继续使用。

旁边看见这一幕的客运员黄山说：“口罩
掉地上最好不要用，那边有免费赠送口罩的
机子，赶紧取一个戴上。”王丽按照口罩提取
机上的提示操作，一个带有独立包装的一次
性医用口罩从机器中“吐”了出来。

为给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帮助，广铁集团
在116个车站安装了266台扫码自助取口罩
机，广州火车站安装了6台。忘记戴口罩或
口罩损坏的旅客可凭手机免费领取，每部手
机每天可获赠一只口罩。

据新华社广州2月17日电

这个特别春运里的特殊数据
“安全”“干净”“温暖”读懂数字背后的“春运关键词”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 于
文静）据中国气象局预计，2月份冬麦区
降水偏少、气温偏高，旱情可能持续发
展。近日，农业农村部下派9个专家工
作组赴冬小麦主产省份，指导农民科学
抗旱，同时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农业
农村部门强化指导服务，推进科学抗旱。

记者日前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
2020年12月以来，冬麦区降水较常年同
期偏少5至8成，加之风力较大，土壤表
墒不足，局地旱象显现。当前已进入小
麦需水高峰和春季田管的关键时期，持
续干旱对小麦返青生长构成威胁。

近日，农业农村部下发紧急通知，要
求各地农业农村部门紧紧围绕奋力夺取
全年粮食丰收目标，强化指导服务，推进
科学抗旱。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把抗旱
保苗摆在当前农业生产的重要位置，抓
实抓细各项抗旱保苗措施。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
沟通会商，及早发布预警信息。要加强
分类指导，因地因时因苗落实好抗旱保
苗措施。

同时，积极防范“倒春寒”，狠抓病虫
防控，努力提高春耕春播质量。

农业农村部紧急部署

助力冬小麦科学抗旱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晚，“感动中国
2020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1播出。古典诗词大家、南开大学
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与张定
宇、陈陆、张桂梅等获得“感动中国2020年
度人物”殊荣。
极不平凡的2020年，一个个义无反顾

的身影，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书写了中
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感动中国》精准定
位，悉心挑选，以代表性最强的人物为蓝
本，展现出特殊一年里无处不在、荡气回肠
的中国力量和民族精神。
获得“感动中国 2020 年度人物”荣

誉的有：身患绝症坚守抗疫一线的“人民英
雄”张定宇，为救援群众牺牲在洪水中的消
防员陈陆，改变山区女童命运的公益校长
张桂梅，创办爱心厨房温暖无数人的万佐

成、熊庚香夫妇，战功赫赫的志愿军英雄
王海，疫情中志愿服务、守护医护的快递
员汪勇，与时间赛跑的北斗三号卫星首席
总设计师谢军，毕生致力于传播中国传统

文化的女学者叶嘉莹，向绝壁要天路、带领
村民脱贫致富的当代“愚公”毛相林，不畏
艰险丈量祖国山河、67年初心不改的国测
一大队。

此外，《感动中国》还把这一年的特别致
敬献给所有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舍
小我顾大局的抗疫英雄。
《感动中国》组委会在授予叶嘉莹的颁奖

词中说道：“桃李天下，传承一家。你发掘诗
歌的秘密，人们感发于你的传奇。转蓬万里，
情牵华夏，续易安灯火，得唐宋薪传，继静安
绝学，贯中西文脉。你是诗词的女儿，你是风
雅的先生。”

据新华社石家庄2月17日电（记者 杜一方 冯维健）
17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石家庄市副市长蒋文红介绍，针对高中低风险地区
人员如何来石、返石，石家庄发布最新出入政策。

石家庄市副市长蒋文红介绍，高风险地区人员或者14
天内有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原则上不来石、返石。已
经来石的，第一时间落实集中隔离观察措施，并至少进行两
次核酸检测。中风险地区或者近14天内有在中风险地区旅
居史的人员，非必要不来石、返石，确需来石、返石的，应当
持当地疫情防控机构的批准手续，并且持有72小时内有效
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的结果。中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
低风险地区人员也须持有7日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
阴性结果。低风险地区人员持健康码、绿码，在体温正常并
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以来石、返石。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记者17日了解到，吉林通
化5个小区由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石家庄市
围绕服务企业复工复产，恢复电子通行证快办机制。广
东省严格落实对入境人员从“口岸入境”到“集中隔离酒
店”的闭环管理。

记者从吉林省通化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自
2021年2月17日0时起，东昌区民主街江南社区波尔多小
镇小区、自由自宅小区，新站街胜利社区公用事业局家属
楼、新兴社区中安欣盛A区、新山社区银都府邸小区共5个
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区域均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石家庄市围绕服务企业复工复产，明确恢复电子通
行证快办机制。石家庄市交管局局长马立新表示，对于
需要办理通行证的复工复产企业，只要符合疫情防控条
件，可直接网上申办市区通行证。除进出藁城区中风险
地区车辆外，通行石家庄市域其他地区的车辆不再办理
疫情期间所制通行证。

广东省严格落实对入境人员从“口岸入境”到“集中
隔离酒店”的闭环管理。对机场入境人员，登机前须提供
两天内采样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部分国家旅客还须提
供血清特异性IgM抗体检测阴性证明，并向使领馆申领
绿色健康码。

18日起，绥化市北林区恢复市区内出租车运营，公
交车暂不恢复运营。

石家庄发布最新出入政策

通化5个小区降为中风险地区

记者从山东烟台招远市相关部门获悉，招远市夏甸镇曹家洼金矿火灾事故共造成6
人遇难，4人成功升井。目前，升井人员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观察治疗。截至2
月17日17时，井下搜救工作结束。

2月17日6时许，金矿因井下设备检修发生火灾。接到报告后，山东迅速成立省市县
一体化应急救援指挥部，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国家应急管理部也派出工作组指导救
援。省市有关方面短时间内调集消防救援、矿山救护等专业救援力量近200人开展救
援。图为发生事故的招远市夏甸镇曹家洼金矿。 新华社发

山东招远一金矿发生火灾6人遇难

好 知时节 雨水节气到来，各地农民抢抓农时进行春播耕地、麦田施肥、大棚管护等农事活动。图为2
月17日，村民在贵州省独山县影山镇翁奇村松土追肥。 新华社发

桃李天下，传承一家。你发掘诗歌的秘密，人们感发于你的传奇。
转蓬万里，情牵华夏，续易安灯火，得唐宋薪传，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
脉。你是诗词的女儿，你是风雅的先生。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叶嘉莹的颁奖词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记者17日
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2021年春节假期开
始以来，截至2月17日17时，全国接报涉及
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与
2019年春节假期相比分别下降70.7%、
68.2%，一次死亡3人以上交通事故下降
61.1%，未接报一次死亡5人以上交通事故。

全国道路交通流量保持低位运行，高速
公路流量与往年春节相比下降约20%。为
确保春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各地公安交管
部门日均投入警力15.4万人次、警车5.3万余
辆次，现场共查处各类重点交通违法90万余
起，有力确保了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高山迷路 22名驴友获救

1月22日10时10分，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西一跑道上，四川
航空“成都大运号”留下第一道民航客机轮胎印记。真机试飞
工作启动，标志着该机场向开航投运迈进一大步。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是我国“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的最大民
用运输机场，计划今年6月30日前投用。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
数据显示，5年来，全国新建、迁建运输机场43个，颁证运输机场
数量增加到241个，新增跑道41条、航站楼588万平方米、机位
2300个，机场新增设计容量约4亿人次，总容量达14亿人次。
“十三五”期间，区域枢纽机场发展迅猛，全国千万级机场

达到39个；中西部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55.7%，快于全国增速
7.9个百分点；支线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123.7%，快于全国增速
76.9个百分点；通用航空业务量年均增长13.7%，通用机场数量
超过运输机场。今年民航业将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大力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力争年末颁证运输机场达247个。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5年增加43个

全国颁证运输机场达241个

雨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 王雨
萧）春节消费“牛”劲十足！据商务部监测，2
月11日至17日，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实
现销售额约8210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
长28.7%，比2019年春节黄金周增长4.9%。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春节黄
金周，面对疫情防控和就地过年的新形势新
情况，全国消费市场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新变
化：商品消费备受青睐，新型消费表现亮眼，
餐饮消费红红火火，就近休闲广受欢迎。

8210亿元！消费“牛”劲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