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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10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0.5%，涨幅比上月回落1.2
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在连续
上涨19个月后首次转降，同比下降
2.8%。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董莉娟分析，CPI同比涨幅回落较
多，主要是受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
高、翘尾因素减少以及猪肉价格由升
转降的影响。

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价格，是
推动CPI 同比涨幅回落的主要因
素。10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2%，涨幅比上月回落5.7个百分
点。食品中，猪肉价格同比首次转
降，鲜菜、牛肉和羊肉价格同比涨幅
回落，鸡蛋、鸡肉和鸭肉价格同比降
幅扩大。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
格研究所主任郭丽岩分析，去年10
月猪肉价格对比基数很高，随着生
猪存栏量和猪肉市场供应量加速恢
复，当前猪肉零售价已低于去年同
期，因此10月CPI当中的猪肉价格
实现同比由升转降。

此外，能源价格也是导致CPI同
比涨幅回落的因素。国际原油价格

在10月中下旬出现一定降幅，CPI
当中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同比跌幅较
为明显。

从更能反映短期变化的环比数
据看，食品价格也推动了CPI的回
落。与 9 月相比，10 月 CPI 下降
0.3%。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0.4%转为下降1.8%。

董莉娟介绍，食品中，生猪产能
持续恢复，猪肉供给持续改善，价格
比上月下降7%，降幅比上月扩大
5.4个百分点；鸡蛋和鲜菜供应充
足，价格分别比上月下降 2.3%和
2.1%；部分地区苹果、梨等新果上
市，鲜果价格略涨1.8%，涨幅比上
月回落5.5个百分点。

尽管CPI同比涨幅回落、环比
下降，但物价运行中枢依然稳定。
数据显示，10月份，扣除食品和能
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5%，
涨幅与上月相同。

“核心CPI更能够反映宏观经
济运行态势，尤其是总供给与总需
求动态平衡的情况。核心CPI同比

增速与前两个月持平，环比已经连
续3个月维持在正增长区间，说明
当前物价运行中枢是稳定的。”郭丽
岩说。

郭丽岩进一步分析，构成核心
CPI的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继续小
幅回升，比如居住、生活服务、教育
文旅、医疗服务等价格环比呈现小
幅正增长，机票和旅游价格环比上
涨较为明显，反映出此前国庆中秋
双节提振消费的积极效果。

今年以来，CPI同比涨幅呈现
明显的“前高后低”走势。前10个
月CPI累计同比上涨3%，已经回落
到全年3.5%左右的物价调控目标
范围内。

专家分析，今年后两个月CPI仍
将维持低位。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
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分析，由于去年
同期是猪肉价格快速上涨的时期，受
高基数影响，预计到明年一季度CPI
都会处在较低水平，之后可能会慢慢
回升。

在郭丽岩看来，随着国内经济
循环加快畅通，尤其是消费品和服
务消费在稳步回升，将支撑核心
CPI继续保持稳定运行态势。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新华社海口11月10日电（记者
陈凯姿）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获悉，10日8时12分，我

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在马
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深度10909米。

马里亚纳海沟被称为“地球第四

极”，水压高、完全黑暗、温度低，是地
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区域之一，其最深
处接近11000米。今年10月10日，

“奋斗者”号与“探索一号”“探索二
号”母船一起，从海南三亚启程开展
万米级海试。10月27日，“奋斗者”

号在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成功下
潜突破1万米（达10058米），创造了
中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

10909米!中国载人深潜创新纪录

辽宁开原加快生猪养殖，保障市场供应，图为开原市庆云堡镇后施家堡村生猪养殖厂养殖的生猪。 新华社发

CPI涨幅回落 猪肉价格连续上涨19个月后首次转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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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

9日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
本土病例1例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10日通报，11月9日0-24时，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
例2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1例（广东6例，上海
4例，福建3例，四川3例，北京2例，天津1例，浙
江1例，陕西1例），本土病例1例（在上海）；无新
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0例，解除医学观察
的密切接触者422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2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366例（其中重症病
例2例），现有疑似病例2例。累计确诊病例3624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3258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11月9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426例（其中重症病例6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1207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累计报告确诊
病例86267例，现有疑似病例2例。累计追踪到
密切接触者870889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17465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5例（境外输入 24
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当日
解除医学观察42例（境外输入34例）；尚在医学
观察无症状感染者786例（境外输入486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6004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5380例（出院5146
例，死亡107例），澳门特别行政区46例（出院46
例），台湾地区578例（出院526例，死亡7例）。

安徽确诊1例
上海关联新冠肺炎病例

新华社合肥11月10日电（记者徐海涛）安
徽省阜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11月
10日发布消息，当日阜阳市颍上县确诊一例新冠
肺炎病例。患者兰某系11月9日上海市通报的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王某某密切接触者，11月10
日经专家会诊后转运至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隔离
治疗。经县级核酸检测和省市复核，兰某被确诊
为新冠肺炎病例。

通报介绍，病例兰某为男性，50岁，户籍所在
地是颍上县慎城镇张洋社区，长期在上海某公司
务工。返回颍上县前，兰某在上海浦东机场从事
机场货物搬运工作，在工作场所一直佩戴口罩，每
次进入工作场所均测量体温。

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兰某于11月5日16时
从上海川沙乘坐皖K58699客车返回颍上县后，
乘坐皖K5098J面包车回到张洋小区家中。11月
7日，兰某和儿媳带孙子到颍上县人民医院就诊，
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其他时间未外出。该病例居
住地及所到场所已落实防控措施。

通报称，截至11月10日11时，相关部门已排
查该病例的34名密切接触者。目前完成首次核酸
采样17人，检测结果为阴性16人，1人结果待出，
在外地的密切接触者17人已发协查通报，其余正
在排查中。通报表示，请未排查到的同车人员及其
他密切接触者，主动同当地疾控中心联系。

据介绍，目前安徽省、阜阳市的相关专家组已
进驻颍上县，指导开展核酸采样、流行病学调查、
社区管控等相关工作。

据新华社天津11月10日电（记者栗雅婷）
10日，记者从天津市疾控中心获悉，11月10日
10时许，在天津全市冷链从业人员和冷冻货品
核酸检测“两个全覆盖”排查中发现，天津滨海
新区东疆港一名冷链从业人员咽拭子样本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天津市疾控中心立即复
核，结果仍呈阳性，已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现
已转运至定点医院。

无症状感染者王某某，男，48岁，汉族，居
住于天津市滨海新区东疆港保税区，系某劳务
发展有限公司冷链搬运工。经初步流行病学调
查，王某某密切接触者共14人，均已实施管控，
现已转运至集中隔离点。目前已对该人员居住
小区、工作地点进行封控管理。

记者10日从天津市滨海新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获悉，为进一步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常态
化防控策略，滨海新区鼓励中风险地区具备条件
的单位采取错时上下班、弹性工作制或居家办公
等灵活工作方式。

据悉，11月9日24时起，天津将滨海新区汉
沽街、中心渔港冷链物流区A区和B区划定为中
风险地区，天津市其他区风险等级不变。

天津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
系东疆港冷链搬运工

11月10日凌晨，医护人员为天津市滨海新区
汉沽街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新华社发

出示健康码、防疫行程卡，再在手
机上填一张流调表……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一些老年人因为不会这些
操作或没有智能手机而被挡在医院门
外。遭遇就医尴尬的老年人，谁来帮
帮他们？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提
出，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同时，医院入
口增设老年患者“无健康码”绿色通
道，配备工作人员、志愿者、社会工作
者等人员，帮助老年人进行健康码查
询操作；协助没有手机、确实无法提供
健康码的老年人，通过手工填写流调
表等方式完成流行病学史调查，缩短
老年人在诊区外等候时间。

网上预约、微信支付、扫码乘车
……数字时代的诸多便利，却成为
众多老年人难以逾越的鸿沟。问题
并不难解，需要的只是更多的包容
和耐心。

“智能设备和新技术日新月异，本
身就让老年人‘跟不上趟’，更不用说
逐一弄懂和学会使用。”中国老龄科学
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说，老年人由

于身体发生退行性变化，精力不足，独
立学习新事物存在困难，需要社会给
予更多关怀和帮助。

为此，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
通知提出，在今年的“敬老月”活动中
启动“智慧助老”专项行动。通知提
到，超市、银行、医院、火车站、地铁站、
公交车等老年人频繁活动场所，应保
留必要的人工服务，满足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老年人正常服务需求。

今年10月，无锡火车站的无健康
码通道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由于
家庭小型化日益明显，空巢老人越来
越多，尤其是高龄老人，他们出门很不
容易。”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国老
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说，人人都有老
去的那一天，帮助今天的老年人，也是
帮助明天的每一个人。

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
究预测数据，到2025年，我国60岁以
上人口数将突破3亿；到本世纪中叶
将达到4.87亿，约占总人口的35%，
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比例双双达
到峰值。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银发

族”的日益庞大，帮助老年人迈过“数
字鸿沟”甚至更多未知的障碍，将是几
代人必须长期关注的话题。而在当
下，老年人有选择不使用智能设备的
权利，当然也有获得数字时代便利的
权利。

动员家庭成员、社区服务人员、志
愿服务组织、老年大学等对老年人开
展智能手机使用培训；加强防网络诈
骗、电子通信诈骗知识宣传，帮助老
年人掌握防骗知识和技能；鼓励相关
企业加强产品研发，设计老年关怀
版、一键进入的简约操作程序和便捷
阅览界面等“智慧助老”专项行动还
提出了一系列帮助老年人“拥抱数字
时代”的做法。

“帮助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
学习新技术时，应该使用老年人熟悉
的语言或方法。”首厚养老公司客服中
心总监程华说，如果社会组织可以为
老年人提供相应的教育服务和产品，
就能够使他们更快、更容易适应数字
时代，甚至享受“数字红利”。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记者
田晓航）

当老年人遭遇“数字鸿沟”，我们如何扶一把？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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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深圳 11 月 10 日电
（记者王丰）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广
核集团10日通报，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已于日
前通过欧洲用户要求符合性评估，获
得了EUR认证证书。认证结果表
明，“华龙一号”与EUR 最新版要求
具有高度的符合性，其设计满足欧洲
最新核电要求。

EUR组织由来自法国、捷克、芬
兰、英国、德国、斯洛文尼亚、乌克
兰、匈牙利、西班牙、荷兰、俄罗斯、
比利时、土耳其等国家的14家欧洲
大型电力公司组成，致力于为拟进
入欧洲市场的核电技术制定一套满
足欧洲核电安全、经济及环境等要
求的通用用户要求文件，并负责组
织专家对潜在进入欧洲市场的核电
技术进行与EUR要求相符性的审
查和认证工作，为欧洲核电业主进
行总体技术把关。通过EUR认证
已成为各核电技术供应商进入欧洲

电力市场的重要条件。
“华龙一号”是中国自主研发的

三代核电技术，其EUR认证于2017
年8月全面启动，EUR组织11家成
员单位参与。认证经过了申请、准

备、详细评估和定稿四个阶段，在认
证过程中，审评方基于中广核提交的
大量审评文件，完成了5000多项符
合性分析，“华龙一号”的技术先进性
和成熟性得到认可。

中国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号”通过欧洲认证

新华社上海11月10日电（记者
张泉）中国首制大型邮轮H1508坞内
连续搭载仪式10日在中国船舶集团旗
下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举行，标
志着中国首制大型邮轮建设转入坞内
连续搭载总装阶段，驶入总体建设快
车道。根据计划，该邮轮将于2023年
上半年出坞，2023年年内完工交付。

整船零部件数量相当于C919大
型客机的5倍，全船总电缆布置长度
相当于上海至拉萨的距离……大型
邮轮是名副其实的巨系统工程，被称
为造船业“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中国首制大型邮轮为Vista级，
船体总长323.6米，型宽37.2米，最多
可容纳乘客5246人，拥有客房2125
间；拥有高达16层的庞大上层建筑
生活娱乐区域，设有大型演艺中心、
餐厅、酒吧、咖啡馆、购物广场、水上
乐园等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设施，被

誉为移动的“海上现代化城市”。
巨大的物量背后是错综复杂的

现场管理和施工次序。外高桥造船
首次大规模采用了“模型下现场”，在
网页端和移动端可以直接查看和旋
转每个分段、总段的三维安装模型，
从而更加合理、高效地安排各专业交
叉作业，确保安全施工和建造质量。

据介绍，中国首制大型邮轮于
2019年10月全面进入实质性建造阶
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外高桥造
船克服物资采购、相关流水线建设滞
后、国外船东人员无法按时到位等一
系列困难，如期实现了坞内连续搭载
总装。

外高桥造船相关负责人表示，项
目团队将不断创新管理模式，通过信
息化和区域化管控手段，全力应对连
续搭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
安全优质按时完工交付。

摘取造船业“皇冠上明珠”再进一步

中国首制
大型邮轮下坞总装

2023年年内完工交付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清核电5号机组现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