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5 日，袁隆平院士骨灰安放仪式在湖南长沙举行。
当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骨灰安放仪式在湖南省长沙市唐人万寿园陵墓举行。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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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11月 15日电（孙鲁
明、徐巍）中国海军第38批护航编队
圆满完成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
务，于 15 日顺利返回浙江舟山某军
港。这次任务历时 185 天，累计航行
9万余海里，全程未靠港休整。

中国海军第38批护航编队由导弹
驱逐舰南京舰、导弹护卫舰扬州舰和综
合补给舰高邮湖舰组成，5月15日从浙
江舟山某军港解缆起航。任务中，面对

全球疫情波折反复的严峻形势，编队稳
慎应对，力克艰难，高效完成31批45艘
中外船舶护航任务，为9艘过往船舶提
供安全监控，确保被护船舶航行安全。

任务期间，编队坚持护航一路、
训练一路、提高一路，积极开展部队
基础性训练、护航针对性训练、远海
实战化训练和专项课题演练，应对多
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
能力得到提升。

中国海军第38批护航编队凯旋

11 月 15 日，中国海军第 38 批护航编队返回浙江舟山某军港。
新华社记者 李秉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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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防控·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15日电（记
者田晓航、董瑞丰）近日，在多地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中，中
西医再度联手，协同发力。国家卫
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
红日前表示，本轮疫情患者救治全
程体现了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
的原则。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
据，截至 11 月 12 日 24 时，本轮疫情

涉及 21个省份的本土感染者累计为
1379 例，经过精心救治，有 300 多例
已治愈出院；累计有重症患者 85例，
经过精心救治，有 66例已转为轻症，
甚至有的已治愈出院。

“在这次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工作
中，中医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郭燕红说，中医专家边救治边总结，
筛选出了一批有效方药，治疗过程体
现了辨病辨证的统一。

中西医结合精心救治

本轮疫情已有300多名患者治愈出院

新华社北京11月 15日电（记
者 魏玉坤）多重风险挑战下，中国
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15日出
炉的10月经济“成绩单”显示，主要
经济指标仍稳定在合理区间，就业
形势总体稳定，结构调整扎实推
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农业增产在望，工业增速回
升，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向好。10月
份，全国秋粮收获接近尾声，从各
地实打实收情况看，秋粮有望增
产；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3.5%，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

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4.7%，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
点。

市场销售稳中有升，升级类商
品消费较为活跃。10月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9%，比上
月加快 0.5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
长4.6%。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通讯
器材类、金银珠宝类、文化办公用
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34.8%、12.6%、11.5%。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高技
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1 至 10 月

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同 比 增 长 6.1%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3.8%，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
长17.3%，两年平均增长13.5%。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
构持续优化。10月份，货物进出口
总额同比增长 17.8%。进出口相
抵，贸易顺差5459亿元。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
失业率持平。1至10月份，全国城
镇新增就业1133万人，提前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10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为4.9%，与上月持平。

“总的来看，10 月份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持续恢复，发展韧性继续
显现。但也要看到，当前国际环境依
然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
较多，国内发展中阶段性结构性矛盾
犹存，保持经济稳定恢复仍需加力。”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
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说。

付凌晖表示，下一步，要深化
改革开放创新，加强宏观政策跨周
期调节，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
区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目标任务。

10月经济“成绩单”出炉
延续稳健恢复态势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速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比
上月加快 0.5 个百分点，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全年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

历经疫情等多重冲击，15 日
出炉的 10 月中国经济“成绩单”
表明，尽管多重挑战下部分指标
增速放缓，但总体看，国民经济延
续稳健恢复态势，继续彰显韧性
与活力。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
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说，10月份，主
要指标同比增速有升有落，但从
两年平均增速看，多数指标均有
所加快。此外，从累计看，主要指
标保持了较快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前 10个月，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0.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4.9% ，货 物 进 出 口 总 额 增 长
22.2%；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
为 5.1%，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0.7%，均低于年
度宏观调控预期目标。国际收支

基本平衡，外汇储备连续 6 个月
保持在 3.2 万亿美元以上。

发展韧性继续显现。尽管受
到疫情、汛情不利因素冲击，我国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工业和服务
业经受住冲击，呈现改善态势。
尤其是市场保供取得积极成效，
10 月份，我国原煤产量同比增速
由上月下降转为增长 4%，市场紧
缺的金属集装箱、集成电路产量
分别增长76.2%和 22.2%。

结 构 调 整 扎 实 推 进 。 10 月
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4.7%，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太阳
能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27.9%
和 12.3%。

“我国经济持续恢复态势没
有改变，积极因素在累积增长。
但也要看到，国际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仍然较多，国内经济恢复仍
存在制约，企业成本上升压力加
大。”付凌晖说。

值得注意的是，10 月份，全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同比上涨 13.5%，与 CPI 的“剪刀
差”高达 12 个百分点，企业成本

持续上涨，保供稳价面临一定压
力。

“针对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公司积极寻找国内替代供应商，
在不降低产品品质基础上优化产
品结构，减少原材料浪费。”安徽
大汉机器人集团总经理裴存珠
说，当前正整合相对分散的供应
链和生产体系，提升全链路效率，
开拓国内销售市场，平抑原材料
价格上涨影响。

付凌晖分析，受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影响以
及国内煤炭、金属部分行业供给
偏紧，PPI 涨幅扩大。国内各方面
正加大增产增供力度，增加对企
业财政和金融支持，减轻 PPI 向
CPI 传导。

“对于近期由于大宗商品价
格上涨带来企业成本上升、实体
经济困难增多的问题，还是要高
度重视，做好保供稳价工作，积极
助企纾困，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
合理区间。”付凌晖说。

放眼四季度及明年初，我国
经济面临的风险挑战依然复杂严
峻：全球疫情仍在蔓延，主要经济

体通胀水平持续升高，贸易保护
主义进一步抬头，全球供应链面
临冲击；国内疫情多点散发，消
费、投资恢复基础还需进一步巩
固，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凸显……

“尽管面临一些风险挑战，但
是总的看，经济运行总体稳定，发
展质量逐步提高的态势有望保
持。”付凌晖说。

国内需求有望继续扩大。从
消费来看，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有
利于增加居民收入，提升消费能
力。社会保障逐步完善，疫情防
控形势改善，消费升级、消费模式
创新的带动作用也会进一步显
现。

改革开放红利将继续显现。
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
升，“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创新发
展势头良好。

“高技术制造业以及高技术
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同时高
技术产业投资也在加快，产业升
级的带动作用仍会支撑中国经济
发展。”付凌晖说。

（新华社北京11月 15日电）

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稳中向好仍需加力
——聚焦10月中国经济“成绩单”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新华社大连11月 15日电（记者
张博群）大连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马
新光 15日在大连市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说，大连本轮疫情的流调
溯源工作正在国家及辽宁省疾控专
家的指导下全面开展，通过研究流行
病学关联，扩大人、物、环境采样范围
和病毒基因测序分析，本轮疫情的源
头目前仍无结论。

他说，大连本轮疫情涉及的新冠
病毒属于德尔塔变异株（B.1.617.2 进
化分支），目前基因测序的所有毒株
均为同一传播链，研判为同一毒株导
致的本土聚集性疫情，与国内近期本
土疫情和输入病例数据库中新冠病
毒基因组同源性均低。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主任赵作伟
说，15日 0时至 16 时，大连新增 3例
阳性感染者，均为隔离宾馆密接人员
检出。截至目前，大连共有集中隔离
场所198个，现有隔离人员22195人。

他说，大连本轮疫情上升势头减
缓，正在进入平稳期，总体风险可
控。如第三次全员核酸检测结果符
合预期，大连有望在首个潜伏期 14
天内控制住疫情。

赵作伟表示，大连市下辖的庄河
市已完成第九轮大规模核酸检测，采
样 60 万余人，结果均为阴性。大连
其他地区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
612 万余人，检测 471 万余人，截至
15日 16时，结果均为阴性。

大连本轮疫情流调溯源工作仍在开展
疫情上升势头减缓

据新华社沈阳 11月 15日电（记
者 崔师豪）记者从辽宁省商务厅获
悉，为应对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对大连
市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辽宁省加大调
配力度，陆续组织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运输车辆驰援大连。

据了解，从11月 10日起，辽宁陆
续组织蔬菜等生活必需品运输车辆

驰 援 大 连 ，特 别 是 庄 河 等 重 点 地
区。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何睿表
示，5 家企业日均向大连派出 50 辆
货车，发送 650 吨左右的货物，向大
连当地 113 家生活必需品零售门店
配送供货米面油、肉蛋奶、果蔬水
产、速冻食品以及冷冻鱼、虾等生活
必需品。

辽宁：

日均调配650吨生活必需品驰援大连

新华社北京 11月 15日电（记者
姚均芳 刘慧）11 月 15 日 9 时 30 分
许，北京证券交易所鸣钟开市。

钟声响起，北交所揭牌暨开市仪式
现场的电子屏幕上旋即出现首批上市
公司股票信息，并不断闪烁更新。

据了解，首批上市公司共81家，涵
盖25个国民经济大类行业，大部分属于
行业细分领域的排头兵，充分体现了北
交所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

“北京证券交易所揭牌开市，是我
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
性事件。”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示，证
监会将持续深化新三板改革，努力办
好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
中小企业主阵地。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丁26号，

是北交所揭牌暨开市仪式举行地，也
是全国股转公司和北交所的共同办公
地点。未来北交所将坚持与新三板创
新层和基础层统筹协调与制度联动。

北京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徐明说：
“北交所将紧紧围绕打造服务创新型
中小企业主阵地这个目标，积极探索
建立适应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体
系、制度体系、服务体系，并在更加包
容、更加精准、更加创新、更具活力四
个方面持续努力。”

作为首批上市公司代表，北京三
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永
庆说：“我们将继续深耕主业、苦练内
功，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
主体，把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责任牢
牢扛在肩上。”

北京证券交易所鸣钟开市

新华社乌鲁木齐 11 月 15
日电（记者 于涛）记者 15 日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获悉，近日，新疆皮山县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的旅游博主李奇
贤（网名“小贤 Jayson”）涉嫌侵
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经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皮山县人民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
人李奇贤犯侵害英雄烈士名
誉、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
月，并责令其自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通过全国性媒体公
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2021 年 7 月 15 日，被告人
李奇贤在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

赛图拉镇康西瓦烈士陵园内，

先是踩踏刻有烈士陵园名称的

石碑底座，斜倚碑身摆拍，随后
又到陈祥榕烈士墓前，满脸嬉
笑脚踩墓碑底座，用手比作“手
枪 ”状 对 着 烈 士 墓 碑 再 次 摆
拍。同日 12 时许，李奇贤将上
述照片在微信朋友圈（5000 余
名微信好友）公开发布，经多名
微信好友指出照片内容对英雄
烈 士 不 尊 重 后 ，遂 删 除 该 内
容。为获取流量关注，14时许，
李奇贤再次将照片发布至今日
头条个人账号“小贤 Jayson”，
上述照片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扩
散，引发社会公众强烈愤慨，造
成恶劣影响。

新疆检察机关发现该博主

上述违法行为后，第一时间采

取措施，谴责其不当行为，并督

促公安机关于 7月 22日对其立
案侦查，皮山县人民检察院依
法提前介入侦查。同时，自治
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启
动立案调查工作。日前，检察
机关依法对李奇贤提起公诉，
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庭审中，李奇贤推翻原有
罪供述拒不认罪，检察机关依
法提出有期徒刑七个月的量刑
建议。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
采纳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和量
刑建议，作出上述判决。

康西瓦烈士陵园位于海拔
4000 多米的喀喇昆仑雪山之
上，这里长眠着卫国戍边牺牲
的烈士，是边防官兵的精神家
园。

一旅游博主因亵渎烈士墓
获刑七个月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于
佳欣）商务部15日发布前10个月吸引
外资数据，1至10月，全国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9431.5亿元，同比增长17.8%。

数据显示，引资结构持续优化。从
行业看，前10个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7525.2亿元，同比增长20.3%。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3.7%，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27.9%，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0%。

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30.7%和29.5%。

从区域分布看，东部、中部、西部
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17.5%、29.8%和9%。

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持续看好。
中国欧盟商会和中国美国商会调查均
显示，60%以上的受访企业计划增加对
中国投资，均比去年有所提高。日前举
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美
国展商数量再创新高。

前10个月我国吸收外资超9000亿元

中国流动科技馆
10年走遍千余县

据新华社北京11月 15日电（记者 温
竞华）今年是中国流动科技馆项目实施10
周年。记者从中国科技馆获悉，10年来，
该项目已配发科技展览资源 566 套，在全
国 1888 个县级行政区巡回展出 4682 站，
服务公众 1.5 亿人次，推动科普公共服务
均等化成效显著。

流动科技馆是为尚未建设实体科技
馆、科学教育资源不充足的县级地区公众
提供的免费科学教育服务，用流动的科普
设施把一座小型科技馆送到公众的“家门
口”。每套展览包含约 60 件科普互动展
品，每到一地展出2至 3个月时间，能够接
待3至5万人次。

中国科技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三
五”期间，该项目为全国 90%以上的县市
提供了 2次科技展教服务，95%的县级中
小学生参观了流动科技馆的展览，基本
实现“广覆盖、可持续、系列化”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