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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准备第二次出舱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李国利 杨欣）记者16日从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实施
第二次出舱活动。

自9月2日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以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
组先后完成了出舱活动恢复、机械臂测试与操作、第二次出舱活动
准备等工作，持续开展空间材料研究、高等植物培养等空间科学实
（试）验项目。

目前，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
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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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地方病控制消除阶段性目标完成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记者 顾天成 董瑞丰）实现重点地
方病控制消除阶段性目标、防病扶贫与脱贫攻坚任务同步完成、全
国重点地方病监测实现全覆盖、各类地方病实验室检测和医疗检诊
能力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地方病防治取得历史性成效。

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2799个
碘缺乏病县、379个大骨节病病区县、330个克山病病区县、171个
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病区县、12个燃煤污染型砷中毒病区县、122个
饮水型砷中毒病区县或高砷区县全部达到控制或消除标准。

新华社沈阳9月16日电（记者 汪
伟 米思源）16日11时许，载运着第九批
8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
837件遗物的空军专机降落在沈阳桃仙
国际机场，英雄们回到祖国怀抱。

北京时间上午 8时 35分，中韩双
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志愿军
烈士遗骸交接仪式。空军运-20专机

于 9时 30分从韩国仁川机场起飞，进
入中国领空后，两架歼—20 为其护
航，向英雄致敬。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以“过水门”最高礼遇迎接志愿军烈
士回家。

13时10分，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
式在雨中举行。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
记、部长裴金佳主持，中央对外联络部、

外交部、财政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和辽宁省
委、省政府，沈阳市委、市政府，驻沈解放
军、武警部队等负责同志，以及抗美援朝
老战士、烈士家属、部队官兵代表、青少
年学生代表等约400人参加。
仪式现场庄严肃穆，《思念曲》奏响，

礼兵护送着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

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棺椁，缓步来到棺椁
摆放区。全体肃立，奏唱国歌，现场全体
人员向烈士遗骸三鞠躬。

英魂归故里,世人泪满襟。仪式结
束后，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被护送前往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根据安排，第
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
仪式将于17日举行。

首尔时间16日上午9时30分许，韩
国仁川国际机场气氛庄严肃穆。第九批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
在这里举行，88位志愿军英烈即将踏上
返回故土的归程。
随着韩方军乐队奏响凝重的乐曲，中

国人民解放军礼兵列队从韩方礼兵手中
接过装有烈士遗骸的棺椁。中韩双方代
表现场签署交接书，确认交接88位在韩中
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
这是按照中韩双方达成的共识实施的

第九次交接。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着坦
诚友好、务实合作精神，中韩双方从2014年

至2021年已连续8年成功交接825位志愿
军烈士遗骸。据韩方介绍，今年归国的88
位志愿军英烈的遗骸，是2019年至2021年
在韩国铁原、涟川、抱川、横城、洪川等地发
掘的，其中51具来自箭头高地。

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英姿挺拔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礼兵将棺椁安放在事先
准备好的长桌上。
“志愿军烈士们，祖国接你们回家！”

随着现场中方代表的一句高喊，全体中
方人员向烈士棺椁三鞠躬，表示哀悼和
敬意。“起——灵——”伴随这句铿锵有
力的口号，解放军礼兵们郑重敬礼，然后
将箱体轻轻托起，在低回婉转的《思念
曲》奏乐中缓步护送烈士棺椁登上国产
运—20大型运输机。

70多年前，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

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
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发
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
零9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如今，山河无恙，英雄归来。执行此

次接迎任务的国之重器——运-20空军
专机从停机坪上缓缓起飞，载着这些“最
可爱的人”飞向阔别70余载的故里，飞
向祖国和人民的怀抱。

据新华社首尔9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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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向祖国和人民的怀抱

（上接第1版）

第一，加大相互支持。要加强高层交
往和战略沟通，深化相互理解和政治互信，
支持彼此为维护安全和发展利益所作努
力，共同反对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把
本国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拓展安全合作。欢迎各方共同
参与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秉持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均衡、有
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严厉打击“三股势
力”、毒品走私、网络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有
效应对数据安全、生物安全、外空安全等非
传统安全挑战。中方愿在未来5年为成员
国培训2000名执法人员，建立中国—上海
合作组织反恐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强化各
方执法能力建设。

第三，深化务实合作。中方愿同各方
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在本地区落地生根，助
力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要落实好本次峰
会通过的关于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粮食安
全等声明。中方将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
提供价值15亿元人民币的粮食等紧急人
道主义援助。要落实好贸易和投资、基础
设施建设、维护供应链、科技创新、人工智
能等领域合作文件，继续加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

对接。中方将于明年举办本组织发展合作
部长会晤、产业链供应链论坛，建立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大数据合作中心，打造共同
发展的新引擎。中方愿同各方开展航天领
域合作，支持各方农业发展、互联互通建
设、减灾救灾等事业。

第四，加强人文交流。要深化教育、
科技、文化、卫生、媒体、广电等领域合作，
继续办好青年交流营、妇女论坛、民间友
好论坛、传统医学论坛等品牌活动，支持
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
间机构发挥应有作用。中方将建设中
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明年
举办减贫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友好城市论
坛，未来3年为本组织国家的民众免费实
施2000例白内障手术，提供5000个人力
资源培训名额。

第五，坚持多边主义。要坚定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摒弃零和博弈和集团政治。要拓展
本组织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交
往，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

理，携手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强调，维护亚欧大陆和平与发
展是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共同期盼，上
海合作组织为此肩负着重要职责。推动
本组织发展扩员、发挥本组织积极影响，
将为维护亚欧大陆以及世界持久和平和
共同繁荣注入正能量、创造新活力。中方
支持积极稳妥做好扩员工作，把握契机，
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创造亚欧大陆
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中国坚持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最大程度保
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最大程
度稳住了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中国经济
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不会改变，将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
提供强大动能，为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机会。再过一个月，我们将召开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中国改
革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全面
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中国事业发展新要求、
人民群众新期待，制定行动纲领和大政方

针。我们将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继续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以中国新发展给世界带来新机
遇，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
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最后强调，路虽远，行则将至。
让我们大力弘扬“上海精神”，推动上海合
作组织发展行稳致远，共同建设和平、稳
定、繁荣、美丽的美好家园。

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
会议发表了关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国际
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供应链安全
稳定多元化等多份声明和文件，签署关于
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启
动接收白俄罗斯为成员国的程序，批准埃
及、沙特、卡塔尔、同意巴林、马尔代夫、阿
联酋、科威特、缅甸为新的对话伙伴，批准
成员国睦邻友好长期合作条约未来5年实
施纲要等一系列决议。会议决定，由印度
接任2022年至2023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
值主席国。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议。

习近平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上接第2版）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
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发挥好中巴经
济走廊联委会作用，确保大项目顺利建
设运营。要拓展产业、农业、科技、社会
民生等领域合作，为走廊建设增添新动
能。希望巴方切实保障在巴中国公民和
机构安全，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中方赞
赏巴方率先积极响应全球发展倡议和全
球安全倡议，愿同巴方推动倡议落地生
根。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

织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和配合，发出发展
中国家反对阵营对抗、维护多边主义的
正义之声。
夏巴兹感谢中方为巴基斯坦遭受严重

洪涝灾害及时提供宝贵帮助。他说，习近平
主席是富有战略远见的领袖，在习近平
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
就，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巴基斯坦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充满崇高
敬意，把中国作为巴基斯坦永远的伟大朋
友。预祝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取得圆满
成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
支持中方在涉台、涉疆、涉港等核心利益问
题上的立场，坚决反对一些势力图谋损害
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巴中友
谊牢不可破，无可比拟。巴方将全力保护

好在巴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致力于继续
积极共建“一带一路”，把中巴经济走廊打
造成互利共赢合作典范，愿同中方一道，推
动巴中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

两国有关部门签署了铁路、电子商务
等领域合作文件。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会见。

习近平分别会见伊朗总统、土耳其总统、巴基斯坦总理

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昨日回国

“祖国接你们回家！”
交接 护航 过水门 致敬

辽宁举行平顶山惨案90周年公祭

据新华社沈阳9月16日电（记者 赵洪南 洪可润）9月16日，
100余名社会各界人士及幸存者家属在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集
会，公祭90年前惨死在侵华日军屠刀下的3000多名同胞。

纪念馆以东约百米处，是曾经的平顶山村。90年前的今天，
侵华日军包围了抚顺市平顶山村，将包括老人、妇孺在内的3000
多名手无寸铁的同胞残忍杀害，并焚尸灭迹，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
顶山惨案。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第一场针对
无辜平民的大屠杀。

自1996年起，平顶山惨案幸存者组成对日诉讼团，在日本律
师团和民间团体的帮助下，联名向日本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公
开谢罪，并作出赔偿。2002年6月2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终于
认定了平顶山惨案的历史事实，却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了原
告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谢罪的要求。2006年5月16日，日本最高法
院最终驳回中方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宣告失败。

加快研究制定管理办法

探索新能源车电池回收管理模式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记者 张辛欣）工业和信息化部节
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黄利斌16日表示，将加快研究制定新能源汽
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强化电池流向管理。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190余家汽车生产、动力电
池综合利用等企业在全国设立了10235个回收服务网点。天眼查
数据显示，我国动力电池回收相关企业达3.85万家。
黄利斌表示，目前已探索形成“梯次电池以租代售”“废料换原

材料”等一批新型商业模式。工信部将加快研究制定新能源汽车动
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加大退役电池柔性拆解、高效再生利
用等关键技术攻关和推广应用力度，同时，加快出台一批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持续实施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管理，实行“有
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培育壮大梯次和再生利用骨干企业。

河南郑州商城发现首个商文化金覆面

据新华社郑州9月16日电（记者 桂娟 袁月明）一件比三星
堆黄金面具年代还早的金覆面，日前在郑州商城遗址一高等级贵
族墓中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4个金泡、金箔以及以金箔为地镶嵌
绿松石的牌饰等，刷新了对中原地区黄金文化的认知。
“这是全国范围内所有商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金覆面，也是

唯一一个金覆面。墓中大量使用黄金随葬的现象，也是首次发
现。”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说。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河南省会郑州市中心，是商代第一位君王
汤所建的亳都，距今已有3600多年历史。据介绍，该金覆面长
18.3厘米、宽14.5厘米、重40克左右，四边略微向内弯曲。专家推
测，其下钩挂有机质的衬托物，覆盖在墓主人脸上。
“发掘出土时，金覆面贴在墓葬M2西侧的墙壁上，正位于墓

主人头侧，大小基本能覆盖一个成人的面部。”项目执行领队、郑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黄富成说。

重庆发现1例境外输入猴痘病例
无社会面活动轨迹，疫情传播风险低

据新华社重庆9月16日电（记者 周闻韬 刘恩黎）记者从重庆市
卫健委获悉，9月16日，重庆市确诊1例境外输入猴痘病例，该病例为
自国外中转重庆入境人员，在按规定进行入境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集中隔离期间，发现皮疹等症状，经重庆市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及
中国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猴痘病毒核酸阳性，国家组织专家诊断为
猴痘确诊病例。该病例正在定点医院进行集中隔离治疗，情况稳定，
其密切接触者均已落实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目前，该病例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为阴性。经专家研判，该病例入境重庆即被隔离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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