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南宁 3 月 22 日电 受
党中央、国务院委派，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
国务委员王勇率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 22 日凌晨抵达广西梧州，指导

“3·21”东航MU5735 航空器飞行
事故现场救援、善后处置及事故
原因调查工作。

21日晚，刘鹤、王勇在前往梧
州的飞机上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商讨情况，对现场救援等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22日凌晨抵达梧州后，
立即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示，
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决定成立事故
现场处置指挥部和事故技术调查
组，明确成员单位及其职责分工。

22日上午，刘鹤、王勇来到事
故现场，实地查看环境条件，仔细
了解救援工作进展，并看望慰问搜
救人员。之后召开专题会议，详细
听取有关方面情况汇报，研究部署

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
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按照“统一指挥、分
工负责、深入细致、科学有序”总体
要求，全面做好现场救援、善后处
置、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

会议强调，要争分夺秒做好人
员搜救工作，不留死角、不留盲
区，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全力以
赴开展救援。要深入细致做好家

属安抚，组织人员一对一进行心
理抚慰和情绪疏导，积极稳妥做
好善后处置工作。要组织专家全
面进行查勘取证，对相关技术资
料等逐一分析认定，尽快查明事
故原因。要按照及时、准确、公
开、透明原则，持续发布信息，积
极回应社会关切。要在民航及各
重点行业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吸
取教训，举一反三，及时排查风险
隐患，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确

保人民生命绝对安全，坚决防范
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事故
现场处置指挥部及成员单位要加
强组织领导，紧密协同配合，细化
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有力有序推进应急
处置各项工作。

目前，现场救援及善后处置等
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失事飞机
黑匣子暂未找到，事故原因还在
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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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3 月 22 日 电
（记 者 周 圆 叶 昊 鸣）记者从民
航 局 获 悉 ，接 到 东 方 航 空 公 司
客 机 事 故 报 告 后 ，民 航 局 即 下
发《关 于 加 强 航 空 安 全 工 作 的
紧急通知》和《关于做好民航空
防安全工作的通知》，对全行业

加强当前航空安全工作提出具
体要求。

民航局要求，各地区、各单位
要认清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
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守民

航安全底线。要切实加强民航领
域安全隐患排查，举一反三，从飞
机保养维修情况、飞行天气情况、
人员资质、操作技能、空防安全等
方面，立即、全面排查隐患。务实
推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民航安全

管理。
民航局强调，空管部门要加

强气象预报和现场天气变化的及
时通报，配合机组把好天气关，遇
有危险天气、边缘天气，要及时预
警，协助机组做好处置。航空公
司要严把放行关，增强机组搭配

力量，对飞行中发生的任何不正
常情况及时报告，并给予机组及
时、必要的技术和决策支持。民
航各地区管理局要立即开展行业
安全大检查，落实安全监管措施，
夯实安全生产责任，防止监管漏
洞和死角等。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记者严赋
憬）记者22日从波音中国获悉，针对21日发
生的东航波音737客机坠毁事故，波音中国有
关负责人表示，波音方面正与东航开展合作，
以向他们提供支持。同时，波音正与美国国
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保持联系，技术专家也为
协助中国民航局展开调查做好了准备。

波音中国：

为协助民航局开展调查
做好准备

民航局 立即全面排查隐患 加强民航安全管理 据新华社北京3月 22日电（记者 吴雨）
中国人民银行22日宣布，当日在香港成功发
行 50 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此次发行受到
境外投资者广泛欢迎，表明人民币资产对境
外投资者有较强吸引力，也反映了全球投资
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新华社南京3月 22日电（亓创 雷宇鑫）
远望 5 号船 22 日驶离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
码头，赴太平洋等多个海域执行测控任务。

据了解，远望 5号船刚刚结束为期 50余
天的船舶中修技术改造升级，在航行动力、航
行安全性能上有了大幅提升，特种设备的可
靠性和操作性变得更强。

远望 5号船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第三
代航天远洋测量船，2021 年，累计出航 256
天，创造了远望号船队执行任务次数、累计航
海里程、单船平均出海天数的历史新高。

为确保海上测控任务万无一失，靠港休
整期间，远望 5 号船不断强化科技人员执行
任务能力，根据执行任务特点难点提前搭建
任务联调环境，预先模拟任务流程、熟悉任务
方案，组织内部联调演练。

目前，远望 5号船已安全航行 57万余海
里，圆满完成了以神舟、嫦娥、北斗为代表的
80余次海上测控任务。

远望5号船赴太平洋等
多个海域执行测控任务

5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
在港成功发行

这是 2021 年 7 月 23 日拍摄的长江源地
区的查旦湿地（无人机照片）。

三江源位于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
部，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

“中华水塔”。这里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
补给地，每年向下游输送 600 多亿立方米的
清洁水，且近年呈增多趋势。

青海把三江源保护作为青海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中之重，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筑
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中华水塔”丰盈
常清，碧水永续东流。 新华社发

世界水日
走近“中华水塔”

新华社南京 3 月 22 日电（记
者 王 珏 玢）一 滴 树 脂 包 裹 住 昆
虫，经过亿万年演化，成为一颗琥
珀化石。这其中藏着什么秘密？
中国、德国、美国、缅甸等多国学
者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在
一些琥珀昆虫标本的“肚子”里，
竟有水晶、玛瑙等硅化物。相关

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地球
生物学》上。

领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京地
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博和博士
生姜慧介绍，琥珀源于植物产生的
树脂。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琥珀包
裹的化石主要是动植物遗骸或者中
空的躯壳。这些远古生物的躯体像

木乃伊一样被封存在树脂之中，一
些器官、组织甚至细胞都清晰可见，
为科学家了解远古世界提供了宝贵
的资料。

此次研究中，科研团队运用显
微镜观察、电镜分析等方法重新研
究了 1亿年前包裹着各类昆虫的缅
甸琥珀。结果发现，不少琥珀中的

昆虫并不像以往理解的那样是相
对软质的木乃伊化标本，而是变成
了硬质的矿化标本。一些昆虫的
中空体腔和软组织被玛瑙和水晶
填充，另一些昆虫的眼、骨骼、皮肤
等结构出现了钙化，成分类似现在
的钟乳石。还有一些昆虫标本上
出现了黄铁矿、赤铁矿等多种矿

物。
“琥珀中出现硬质矿物的情况，

比此前预想的更加普遍。这说明琥
珀内部并不完全是封闭的世界。伴
随漫长的地质演化，不同时期的物
质仍然可以顺着树脂和生物的裂隙
渗透进来，让标本也浸染上地质变
化的痕迹。”姜慧说。

科学家在琥珀中发现水晶玛瑙

新华社昆明 3月 22日电（记者 王研 王
明玉）记者从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办获悉，3月
21日至 27日是第五届“澜湄周”。22日上午
9时，2艘中方执法艇从中国西双版纳景哈码
头鸣笛启航，第 115 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
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

此次行动，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共派出
执法船艇4艘，分别从中国景哈、老挝孟莫、缅
甸万崩码头启航开展全线和重点水域联合巡
逻执法。四方将持续聚焦联合打击跨境犯
罪，采取“非接触”方式开展联合巡逻执法行
动，全力维护流域安全稳定。

据了解，2018年 1月，澜湄合作第二次领
导人会议将每年 3 月 23 日所在的那一周确
定为“澜湄周”。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
法行动启动十年来，四国执法部门巩固和深
化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创新和拓
展联合巡逻执法合作领域，形成了更加包容
的合作模式、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有力维护
国际航道安全和沿岸各国人民合法权益。

第115次中老缅泰湄公河
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

◀上接1版
《意见》提出，要统筹烈士纪念设施规划

建设，加强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强化教育
功能，注重挖掘烈士纪念设施承载的英烈事
迹和精神，充分发挥褒扬英烈、教育后人的红
色主阵地作用；完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
制度，明确保护管理责任，稳妥有序推进统一
归口管理；深化信息技术手段在烈士纪念设
施管理维护、烈士祭扫等工作中的应用，提高
烈士纪念设施管理效能。

《意见》规定，要将宣传弘扬英烈事迹和
精神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在全社会深入开展崇尚英烈、缅怀英烈、
学习英烈、捍卫英烈的宣传教育活动，定期组
织青少年参观瞻仰烈士纪念设施；积极创作
弘扬英烈精神的优秀文艺作品，旗帜鲜明反
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打造英
烈褒扬精品展陈，生动传播红色文化，运用新
媒体、新技术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
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烈的故事；创新
群众性纪念形式，吸引社会各界自觉参加祭
扫纪念；持续做好失踪烈士遗骸搜寻保护和
为烈士寻亲工作，建立健全英烈保护工作联
动协调制度，坚决依法打击歪曲、丑化、亵
渎、否定英烈事迹和精神的言行。

《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
强对烈士褒扬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定期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要
鼓励、支持、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烈士褒扬
工作。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记者 谭谟晓）记者从银保监
会获悉，银保监会22日印发通
知，要求保险业全力做好东航
客机坠毁事故保险理赔服务工
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利益。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
于做好东航客机坠毁事故保
险理赔服务工作的通知》明
确，各保险公司要及时跟进事
故进展，主动排查承保客户信
息，在充分尊重客户家属意愿

的前提下，以适当的方式和时
间开展服务工作，兑现保单承
诺。

通知指出，各保险公司要
建立理赔绿色通道，简化理赔
程序和材料，优化理赔服务。

要提前做好资金调集工作，随
时做好赔款及预付赔款的准
备。

通知要求，各保险公司要
加强理赔服务工作的宣传管
理，严禁借机炒作。

刘鹤王勇在广西梧州指导
现场救援善后处置及事故原因调查工作

这是广西藤县坠机事故现场散落的飞机残骸。（3 月 22 日摄，
手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银保监会：

全力做好事故保险理赔服务

3 月 22 日，工作人员在坠机事故现场搜索黑匣子（手机照片）。
当日，在东航 MU5735 客机坠毁事故现场，搜救人员进入事故核心

区，全力搜索黑匣子。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关注藤县空难

记者 22 日从国家应急处置
指挥部在广西梧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3 月 21 日 14 时 38
分许，东方航空公司 MU5735 航
班执行昆明至广州任务时，在广
西梧州市上空失联并坠毁。截至
目前，未发现幸存人员。消防救
援队伍正科学、有序开展救援工
作。

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
朱涛介绍，该航班于21日 13时 16
分从昆明起飞，14时 17分保持巡
航高度8900米进入广州管制区。
14 时 20 分管制员发现飞机高度
急剧下降，随即多次呼叫机组，但
未收到任何回复，14时 23分飞机
雷达信号消失，后经核实，飞机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境内
坠毁。

“东航MU5735机上共有旅客

123 名，无外籍旅客。机组人员 9
名，其中飞行员3名，乘务员5名，
安全员 1 名。”朱涛介绍，截至目
前，搜救工作尚未发现幸存人员，
公安部门已对现场进行了封锁管
控。

“事故发生后，自治区和梧州
市、藤县三级党委、政府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以人为本，
迅速响应、全力以赴，配合做好事
故处置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张志文说。

据悉，广西派出的消防救援、
武警、公安、民兵等 1400 多名救
援人员，以及云南省森林消防总
队驻防广西队伍、广东队伍678名
人员，积极有序开展现场救援；协
调电力、通信等部门，安排 3辆应
急电源车，调运6台应急发电机到
现场，架设应急通信设备，确保救

援现场电力保障有力和基站通信
畅通。

21日 15时 50分，梧州市藤县
消防救援大队首战力量到达现
场。广西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郑
西介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生
工具分 3 个小组对核心区进行拉
网式搜索。同时，组织专职消防
队员对周边20公里范围进行搜索
排查。22 日，又组织了 200 人继
续开展区域拉网排查。

搜救工作得到藤县当地群众
的积极支持。因为通往救援现场
的道路狭窄，村民自发组成了摩
托车队帮助运送物资。

事故发生后，东航启动一级应
急响应。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世英表示，东航成立九
个专项小组，工作组在事故发生
当天就抵达广西梧州，并在 24 小

时内与全部 123 名旅客的家属取
得联系。

“按照民航惯例，我们在始发
地昆明、目的地广州、事发地梧
州，都设立了家属援助点，选派了
160 多位援助专家，开展‘一户一
册一专班’的援助服务。”孙世英
说。

“航空器事故调查是一项系统
性工作，运输类飞机结构复杂、系
统集成度高，本次事故飞机损毁
严重，调查难度很大。”朱涛说。

据介绍，目前调查组正按照程
序全面开展调查工作，对事发现
场进行勘查，在全力搜寻飞行记
录器的同时，还对包括飞行、维
修、空管、气象、飞机设计制造等
方面进行逐项深入的调查。

“鉴于调查工作刚刚开始，以
目前掌握的信息，还无法对事故

的原因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朱涛
说，下一步调查组将全力以赴搜
集各方证据，重点搜寻事发现场
飞行记录器，并综合各方面信息
开展事故原因分析工作，深入全
面查明事故原因，一旦调查工作
取得进展，将在第一时间公布。

接到东方航空公司客机事故
报告后，民航局立即下发通知，要
求切实加强民航领域安全隐患排
查，举一反三，从飞机保养维修情
况、飞行天气情况、人员资质、操
作技能、空防安全等方面，立即、
全面排查隐患。

据悉，东航正全面开展安全隐
患大排查。“目前航空运力比较充
足，我们将严格按照民航安全管
理规定有序开展相关工作。”孙世
英说。
（新华社广西梧州3月22日电）

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发布东航客机坠毁事故调查进展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