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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记者6日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
展的公告》，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地方发展改革委联合市场监管
部门，对部分销售价格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生产销售企业开展了成
本调查，了解实际成本情况，并查核了有关交易信息登记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价格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生产销售成本与
普通盒装月饼的成本相差不大，利润远高于普通盒装月饼。对调
查中发现的过度包装、不正当价格行为等违法违规线索，已转有关
部门核实并依法依规查处。

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记者 黄垚）8月全国平均气温
22.4℃，较常年同期偏高1.2℃，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全
国平均降水量82.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23.1%，为1961年以来历
史同期第3少。

据介绍，6月13日至8月30日，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持续性、
大范围高温天气，此次高温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强度大、
极端性强、影响大等特点，综合强度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
录以来最强。

8月，全国平均高温日数5.2天，较常年同期偏多2.7天，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西南东北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南
部及陕西南部等地高温日数普遍有20至30天，比常年同期普遍偏
多15至20天。

全国共有500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8月历史极值。
重庆北碚（45℃）、湖北竹山（44.6℃）、四川合江（43.6℃）等267站
日最高气温持平或突破历史极值。

8月全国平均气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22.4℃！较常年同期偏高1.2℃

新华社成都9月6日电（记者 康锦谦 董小红）记者
6日从四川省甘孜州和雅安市石棉县相关部门获悉，目
前四川泸定地震已造成65人遇难，其中甘孜州37人遇
难、失联12人；石棉县28人遇难、78人受伤。

据新华社成都9月6日电（记者 董小红 张海磊）9
月5日20时51分，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一名婴儿平
安降生。这是四川泸定地震后首个平安降生的“地震
宝宝”。
地震发生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立即集

结应急救援队前往泸定县磨西镇开展救援。救援现场发
现一名孕妇沙女士，今年26岁，已经怀孕超过38周，临近
预产期。因为地震突然来袭，沙女士受到惊吓，还被倒塌
的墙体砸伤，情况危急。
现场医疗救援人员初步判断，该孕妇可能存在胎膜

早破，先兆临产，建议立即转院救治。
随即，一场救援迅速展开。在现场救援多方力量的

共同帮忙下，9月5日16时30分，孕妇沙女士被成功转运
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此时该院妇产科、骨科、麻
醉科等多学科联合救治小组已经等待就位，产妇被迅速
推进了手术室。

9月5日20时51分，婴儿降生，母子平安。看着平安
出生的宝宝，在场的医生们忍不住哭了。

四川泸定地震

已造成65人遇难

首个“地震宝宝”降生

据新华社上海9月6日电（记者 孙丽萍 丁汀）迄今
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古船整体打捞迁移工程6日正式启
动。下午，作为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迁移工程主作
业船——“大力号”缓缓驶离上海横沙码头，起航前往长
江口二号古船遗址现场。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一艘清同治年间的贸易商船，也
是我国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
物数量巨大的木质帆船。目前，它正沉睡于上海崇明横
沙岛东北部北港航道水下，古船船体埋藏于海床下5.5
米。考古调查显示，这艘清代古船船身现存约38.1米，已
探明有31个舱室，其中载有不少精美文物，迄今已经清
理出水600多件陶瓷器。
据介绍，上海古船打捞迁移工程采用世界首创“弧形

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海上现场作业阶段，“大
力号”将在古船四周放下22根巨型弧形梁，形成一个巨
大的半圆柱沉箱，把总重量1万余吨的古船和泥沙海水
“滴水不漏”地包裹起来、提升出水，嵌入另一艘特制打捞
专用工程船“奋力”轮的中部开口月池。整个海上作业预
计耗时2至3个月。

长江口二号古船有望于今年年底前“破浪而出”。“奋
力”轮将“怀抱”长江口二号古船行驶到杨浦上海船厂百年
旧址。考古人员将展开后续考古工作，一座古船博物馆也
将就地展开营建。长江口二号古船将“安家”于黄浦江畔。

记者6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日前召开2022年全国“双减”
工作秋季学期视频调度会，强调严厉打击隐形变异违规校外培训，
形成警示震慑。
据了解，教育部在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各地要充分认识校外教

育培训治理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系统破解难题，构建
长效机制，严厉打击隐形变异培训，让违规机构和个人无处遁形。
要强化非学科类培训监管，促进其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同
时，要扎实做好预收费资金监管，切实做到校外培训机构全部纳入
监管、资金全额纳入监管，坚决维护群众利益。要健全校外培训执
法体系，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严肃查处违规行为。 据新华社电

齐心协力 坚决斗争 追逃追赃“天网”愈织愈密
—— 党的十九大以来反腐败国际合作综述

教育部召开“双减”工作秋季学期视频调度会

严厉打击隐形变异违规校外培训

9月6日10时24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一号

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微厘空间一号S3/S4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

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查部分售价超500元月饼

成本差不多 利润远高“普通装”

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历史必将在反腐败斗争
中写下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把惩治腐败的天罗地网撒向全球，让已经潜逃的无

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

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反腐败国际合作谋篇

布局，作出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重
大战略部署。
决心如磐，脚步铿锵。
党的十九大以来，面对国际形势和反腐败斗争外部环

境深刻变化，有关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信
心、迎难而上、持续发力，不断取得追逃追赃新成果，深度参
与全球反腐败治理，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

巩固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份亮眼成绩单是忠实的见证——
各部门立足职责、同向发力，连续五

年开展“天网行动”，共追回外逃人员
6900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962
人，追回赃款327.86亿元，“百名红通人
员”已有61人归案。

我国规模最大的古船整体打捞迁移工程正式启动

“长江口二号”出水 大约在冬季

（上接第1版）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风廉政建设，
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
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

每年召开的中央全会、中央纪委全会等重要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都对作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

每年年底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都对照检查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的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接续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都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
2017年10月27日，党的十九大闭幕后第3天，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对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推进作风建设作出细化完善、
提出更高要求。

十年来，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到刹住“车轮上的
腐败”，再到整治“会所里的歪风”；从多措并举遏制“天价
月饼”“天价烟酒”，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成为社会新风
尚，再到婚事新办、丧事简办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党风
政风引领社风民风，人民群众成为了作风建设的参与者
和受益者。

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

在中央八项规定展板前，习近平总书记停下脚步：
“现在这里面的8条，精简会议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
进新闻报道、厉行勤俭节约，做得都不错，还是要反复
讲、反复抓……”
“八项规定要一以贯之。”总书记坚定地说。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同志涉嫌违
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2022年 7月 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
“一句话新闻”，引起广泛关注。

今年以来，该网站已公开发布25名中管干部“落马”
的消息，释放出反腐败斗争一刻不停歇的鲜明信号。

2012年11月15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面对500多名中

外记者，坚定地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
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
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
铁还需自身硬。”

短短20余天后，当选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还未满月的
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查，成为党的十八大后落马的“首
虎”。一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力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拉开
序幕。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反腐

败没有选择，必须知难而进”……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
中，习近平总书记以旗帜鲜明的立场和勇毅决绝的意志掌
舵领航。

从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令计划等一批“大老虎”被
查，到铲除“蝇贪”“鼠害”“蛀虫”，再到深入开展国际追逃追
赃……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推进。

2018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我国反腐败斗
争形势作出重大判断——“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从“形势依然严峻”，到“依然严峻复杂”，到“压倒性态
势正在形成”，再到“取得压倒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了“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22年4月底，全国纪
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38.8万件、470.9万人。

2022年1月，党的百年华诞后首次中央纪委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
“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腐败现象就不

会根除，我们的反腐败斗争也就不可能停歇。”

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

对15名相关人员立案审查调查，对8名公职人员采取

留置措施，初步查出违纪违法及涉嫌滥用职权、徇私枉法、
行贿、受贿等职务犯罪问题……

2022年8月29日，河北省纪委监委发布关于严肃查处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中陈某志等涉嫌恶势力组织背后的
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的通报，释放出严惩恶势力、严查“保
护伞”的强烈信号。

2013年 1月 2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作出明确指示：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

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

2016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着重提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要求，
明确强调“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
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
的实际成果”。
在随后发布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中，“坚决

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被单列
为当年的7项重点工作之一。
抓住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和反复出现的问题，持续

纠治教育医疗、养老社保、扶贫环保等领域腐败和不正之
风，坚决惩处涉黑涉恶“保护伞”，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
“黑手”……

党的十九大以来，到2022年4月底，全国共查处民生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49.6万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5.6万
人。一个个案件、一次次整治，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
正义就在身边。

国家统计局2020年年底调查显示，95.8%的群众对全
面从严治党、遏制腐败充满信心。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下大气力

改进作风，依纪依法严惩腐败，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
效和变化，不断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必
将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
磅礴力量。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激荡清风正气 凝聚党心民心

“二甲传胪图”杯 绿釉杯

越南水烟罐

“二甲传胪图”杯、“吹绿”釉瓷、青花双耳“嫁妆瓶”乃至越南水烟

罐……沉睡于上海崇明横沙岛东北部北港航道水下的长江口二号古

船，近年来陆续有文物出水。9月6日，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又公

布了一批经过清理和初步考证的出水文物。 新华社发

9月6日，武警四川

总队甘孜支队救援官兵

在泸定县磨西镇燕子沟

河谷，与多方救援力量

一起搭建通往磨子沟村

的桥梁。

新华社发

新华社成都9月6日电（记者 魏玉坤）国务院抗
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组6日抵达四川，深入震中泸定县
磨西镇和受灾严重的石棉县查看灾情，指导开展抗震
抢险救灾工作，要求尽最大努力搜寻失联者。
当日上午，工作组来到磨西镇的受灾群众集中安置

点海螺沟景区广场，实地查看安置点生活物资情况，要
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生活。随后，工作组来到前线指挥
部看望慰问奋战在搜救一线的消防救援人员。下午，工
作组驱车前往石棉县震区，沿途查看灾情，在石棉县前
线指挥部召开抢险救灾工作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抢险
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组要求，当前，要把抢救

生命作为首要任务，抢抓72小时黄金救援期，全力做好受伤人
员救治；做好余震监测和次生灾害防范工作，组织开展地质灾
害隐患排查；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调拨发放基本救灾物资；
做好灾区疫情防控工作，集中开展灾区卫生防疫消杀灭工作；
抢修恢复基础设施，加快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抢修进度。
截至6日18时，应急管理部已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1700余人、370余台消防车和工程车辆，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队伍190余人，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中国安能）98人、
31台套装备，社会应急力量370余人，航空救援直升机9架、无
人机3架，赴现场开展工作。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
行，伤员陆续送往医院救治，防范余震措施紧密部署，群众安
置有序开展，当地社会秩序平稳。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组在四川震区指导开展抗震抢险救灾工作

尽最大努力搜寻失联者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5日同意前总统特朗普所提请求：任命一
名独立专员审查联邦调查局（FBI）人员8月从特朗普在佛罗里达
州的住所海湖庄园查获的物件。

依据佛罗里达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艾琳·坎农的这项法庭
命令，美国司法部和特朗普律师团队应在9日前联合提交一份独
立专员人选名单。

这名独立专员将负责审查FBI查获物件中的个人物品、文件，其
中受律师与客户保密特权或行政特权保护的材料将被剔除出来，或
将不能用于司法部后续调查。另外，其中一些个人信息文件日后可
能归还特朗普，主要包括医药单据、处理税务的信函、会计信息等。

独立专员往往由外部律师或前法官担任，需要具备法律专业
知识并经过必要的安全背景审查。
坎农还暂时叫停司法部出于调查目的审查或使用从海湖庄园

查获的物件，以待独立专员完成审查或法庭签署新命令。不过，情
报官员审查上述物件以确认国家安全是否受到威胁的调查不受影
响，将继续进行。 新华社专特稿

美联邦法官同意特朗普请求

派出独立专员 审查查获物件

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5日发表声明说，作
为对美国不断扩大对俄公民个人制裁的回应，俄外交部决定永久
禁止包括高级官员、商界及文化界人士等在内的25名美国公民入
境。据塔斯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主要成员5日离开扎
波罗热核电站。
俄外交部5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数位商务部

副部长在此次被制裁名单上。美国政府继续走恐俄路线，破坏双边
关系、加剧俄美对抗，这些敌对行动将继续遭到俄方坚决回击。

据塔斯社报道，陪同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的俄方专家5日
表示，除两名驻留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专家外，专家团主要成员当
天离开了核电站。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5日也在社交媒体上证
实，专家团6名成员中的4名已于当天结束工作离开核电站。

俄罗斯永久禁止25名美国公民入境

包括美商务部长和数位副部长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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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光临》第21、
22集郑有恩要和朋友在烧
烤店聚餐，但她烟尘过敏，
柳美莉让张光正送药给她，
顺便让有恩的朋友知道他
的存在。张光正来到烧烤
店，第一时间从包里掏出了
加湿器并打开，贴心的举动
看得郑有恩的朋友们既震
惊又感动。和郑有恩的关
系越近，张光正越不安……

天津卫视19:30

■《老爸的筒子楼》第
25—27集 工厂要重新整
合了，但要有一部分职工
面临着下岗的处境，开会
决定让艾军来处理这个问
题，艾军为此事十分烦恼，
再三思考之后他写下了下
岗人员名单，第一个就是
雷二亮。艾军知道只有让
他爸下岗才能说服更多的
人，雷二亮给他打电话让
他们回去吃晚饭……

天视2套18:15

■《孝子》第30、31集
乔战勇因脑梗塞住进了医
院，谢言一个人回大仓，商
量给乔战勇转院。家人怕
老太太担心，决定瞒着老太
太，水灵和水兰陪父亲转
院。经过诊断，老爷子的病
情不是很乐观……

天视4套21:45

■《模唱大师秀》本
周继续带来金牌票友争霸
赛。本期是初赛评剧的第
一场，模唱的是新凤霞大
师创立的评剧新派艺术。
4位票友将通过两轮的演
唱比拼以及知识问答环节
决出胜负，排名前两位的
票友成功晋级下一轮，另
外两位票友将原地待定。
再度升级的游戏环节“你
说我猜”让选手在紧张的
比赛氛围中得到放松。在
多种条件约束下，选手们
能否准确传达九宫格图片
的内容？又是怎样的表现
令观众捧腹大笑？

天视2套20:45

■《今日开庭》今天案
子的原告温女士说，前夫在
他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背
着她购买了一套房产。在
他们离婚时，温女士对这
套房产毫不知情，涉案房
屋的产权也没有分割，而
此后前夫一直与现任妻子
住在这套房子里。去年年
底丈夫因病去世，前妻通
过查询得知，这套房产为
前夫离婚前购买，属于她与
前夫的夫妻共同财产，于是
她向法院起诉前夫的现任
妻子，要求返还涉案房产。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