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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3月21日电（记者
黄凯莹 农冠斌）21日下午，一架东
航波音737客机在广西梧州市藤县
埌南镇莫埌村坠机。记者从广西壮
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

目前自治区卫健委已组织12名重
症、烧伤、骨外科、创伤等专家赶赴
藤县开展医学救援工作。

同时，梧州市卫健委已派出80
多名医护人员、36部救护车赶到现

场，在现场设立救护点，安排好一、
二线救治医院，设立快速通道，并准
备血液以及各类抢救物资和设备。

广西各地首批心理专家50余
人正在陆续赶往现场。

广西已派出专家组前往藤县开展紧急医学救援

新华社上海3月21日电（记者
贾远琨）记者21日从东航集团了解
到，东航已启动应急机制，成立了
航空器处置、事故调查、家属援助、
后勤保障、法律支持、公共关系、安

全保卫、财务保险、客货处置等9个
专项工作小组，并于第一时间乘机
飞赴事发地点，航班已于当日18点
起飞。

2022 年 3 月 21 日，东航云南

有限公司一架波音 737客机在执
行昆明—广州航班任务时，于广
西梧州上空失联并坠毁。

东航已开通家属应急援助专线
4008495530。

东航专项工作组已赶赴现场

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电 记者21日从民航局
获悉，2022年3月21日，
东方航空一架波音737客
机在执行昆明至广州航班
任务时，于梧州上空失
联。目前，已确认该飞机
坠毁。机上人员共 132
人，其中旅客123人、机组
9人。

民航局已启动应急机
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

新华社南宁 3 月 21
日电（记者杨驰）据广西
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陈捷
介绍，目前已经启动一级
应急响应，市县救援力量
已经到达事故现场，现场
明火已经扑灭，搜救工作
正在有序进行。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
区应急管理厅获悉，21日
下午，一架东航波音737
客机在广西梧州市藤县琅
南镇莫埌村坠机。

东航一架客机坠毁
民航局已启动应急机制 事故现场明火已扑灭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为3月21日拍摄的藤县坠机事故现场周边画面。 新华社发

新华社石家庄3月21日电（记者王昆）记者
从河北省财政厅了解到，为应对农资市场价格上
涨形势，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河北省将通过

“一卡（折）通”方式，把一次性补贴11.06亿元发
放到实际种粮农民手中。

此次一次性补贴发放对象为实际种粮农民，
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以及流转土地
种粮的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民企业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对于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个人
和组织，可根据服务双方合同（协议）约定，由市县
结合实际确定补贴发放对象，原则上应补给承担
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生产者。

对于流转土地种粮的个人和组织，根据签订
的流转合同（协议），确定补贴发放对象。合同（协
议）约定补贴为原承包者的，可采取协商减少地租
等方式，使实际种粮农民受益。

河北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一次性补贴
发放依据是小麦、玉米、大豆和水稻等粮食作物
2022年实际播种面积。补贴标准由各地根据补
贴资金总量和确定的补贴面积综合测算确定，县
域内执行统一的补贴标准。

河北一次性补贴
种粮农民11.06亿元

数了1000只羊还没睡着，怎样才
能摆脱特“困”生？“90后”“00后”也有
失眠困扰？追崇保健品、忌讳安眠
药？3月21日世界睡眠日之际，记者
调查发现，睡眠问题成为很多人的困
扰。多位受访专家指出，“睡眠欠债”
太多危害大，告别特“困”生，要身心同
治、综合调理。

特“困”生年轻化趋势明显
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发布的

《2022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
示，我国44%的19至25岁年轻人熬
夜至零点以后，19至35岁青壮年是
睡眠问题高发年龄段。特“困”生年轻
化趋势明显。

高三学生李翔军饱受睡眠障碍的
痛苦，每天身体很疲倦，大脑却并不
困，睡前闭着眼睛逼迫自己数羊，却越
数越精神，第二天不得不没精打采地
继续去学习。最近他到长沙市中心医
院就诊，发现自己患上了慢性失眠症。

长沙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
贺国华告诉记者，近年来，医院收治的
患上睡眠障碍的人群以年轻人居多，
其中学生比例较大，很多学生压力大、
长期睡眠不足。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
周旭辉介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
青少年在家上网课，作息时间不规律，

有些学生晚上也在刷手机看视频，睡
眠质量令人担忧。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教授
李学军分析，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加剧
青少年睡眠障碍的发生，夜间暴露在
手机和平板电脑发出的低强度光线
下，使得褪黑素合成减少，昼夜节律紊
乱，睡眠质量降低。

“失眠是一种睡眠异常症状，它可
能是人体生理功能、生物节律出现异
常的信号。失眠主要是心失所养和心
神被扰所致，很多人是‘心病’导致失
眠。”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心身科主任马
永春介绍。

目前工作压力、学习压力是青少
年失眠的重要诱因，尤其是初三和高
三学生面临升学考试，学习压力大，经
常性睡眠不足、存在睡眠障碍，这些睡
眠问题让孩子出现精神不佳、神经衰
弱或抑郁等问题，甚至有的孩子因为
失眠无法上学。

追崇保健品、忌讳安眠药
随着睡眠障碍年轻化趋势，“90

后”“00后”也逐渐重视起这个问题，
通过各种途径寻求“自我救赎”，而在
保健品市场上悄然走红的褪黑素成为
他们的首选。

杭州某互联网公司程序员陈涛经
常熬夜加班到夜里一两点，“过了正常
要睡觉的时间，回到家躺在床上虽然
身体很累，却睡不着。”陈涛被同事推
荐购买了一款褪黑素保健品，吃了两
个多月，“好像也并没有太大改善，但
心理上可能会有暗示，今天我吃褪黑
素了，晚上应该能睡着了。”陈涛说。

浙江省精神卫生中心医疗办公室
副主任陈正昕介绍，褪黑素其实也有
依赖性，不建议长期使用，它针对中老
年褪黑素分泌减退会有一定作用，大
部分青少年并不存在分泌减退问题，
所以作用不太大。

“追捧保健品、褪黑素，但是忌讳
安眠药，是一个常见的现象。”陈正昕
补充道，很多人还是对安眠药有抵触
心理，觉得它毒副作用强、依赖性强，
而且觉得吃安眠药不想让家人朋友知
道，有病耻感。

“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安眠药不
可怕，解决失眠问题它是最快速有效
的，只要遵医嘱服用，就不用担心依赖
问题，但是切忌服药期间摄入酒精，严
重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陈正昕说。

告别特“困”生 好好睡个觉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睡眠障碍及

神经症科主任曾宪祥指出，偶尔失眠
没有关系，大多数人都会发生，关键是
不能让偶尔失眠变成慢性失眠，连续
一周失眠或者一个月中每周超过三天
失眠应尽快就诊。

贺国华建议，青少年应戒掉睡前
玩手机的习惯，多参加户外运动；睡眠
障碍者要积极调整作息规律，如果严
重失眠短期内得不到改善，又影响工
作和生活，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适量服
用安眠药改善睡眠。

“除了环境、床具等要适宜睡觉，
防止预期焦虑也是需要注意的。”马永
春说，有不少病人会给自己暗示，比如
今天晚上一定要11点睡着，睡不着的
时候则总是看时间，反而给入睡增加

了压力。
针对睡眠障碍人群，曾宪祥提醒，

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工作量，提高工作
效率，缓解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缓解
睡前焦虑情绪。核心还是定时睡觉、
定时起床，不要在床上做任何与睡眠
无关的事情。可以尝试放松疗法，晚
上上床之后，可以放慢、加深呼吸，让
全身肌肉放松，进入身心松弛状态。

此外，专家表示，睡得好、睡得不
好，睡得多、睡得少更多是人的主观感
受，比如一些人“秒睡”“入睡快”其实
也是疾病征兆。长沙市中心医院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定刚介
绍，有很多患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的人，看上去睡眠很好，躺在床上就

“秒睡”，睡觉就打呼噜，很多人认为这
是“睡得香”，其实恰恰相反。

周定刚说，睡眠期间呼吸反复暂停，
长年累月下来，身体各重要部位缺血缺
氧，容易诱发脑血管病、心梗、呼吸系统
疾病等，“鼾症就像睡眠中的‘沉默杀
手’，长期嗜睡或肥胖伴经常打鼾者要及
时就医，排除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马永春表示，睡眠方式和时间需
要根据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调
整，可以以早上起来人是否舒服、精神
状态如何来做初步判断。

（新华社长沙3月21日电 记者
帅才 黄筱）

睡眠问题成为很多人的困扰

怎样才能摆脱特“困”生？

我国将深入开展
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记者于文静）种
子、肥料、农药、兽药等生产资料是农业稳产增产
的重要保障。今年我国将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
治理行动，查处一批违法案件、严惩一批不法分
子、销毁一批假劣产品、公布一批典型案例，保障
农民合法权益，为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提供有力支撑。

这是记者从21日召开的2022年全国农资打
假专项治理行动视频会议了解到的消息。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党中央高度重
视粮食和农副产品稳产保供，要求今年粮食产量保
持在1.3万亿斤以上，“菜篮子”产品生产供给稳
定。做好2022年农资打假工作，要坚持标本兼治、
打防结合、属地管理、部门协同，切实规范农资市场
秩序，为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驾护航。

据了解，今年农资打假工作将突出抓好春耕
备耕春管和夏种夏管两个农资使用旺季；突出抓
好农资产业园区基地和销售集散地，抓好粮食、

“菜篮子”产品主产区和监督抽查、群众举报问
题多发区；突出抓好假劣种子坑农害农、肥料养
分不足、农药兽药添加禁用药物、农膜质量差等
4类问题；抓住重点环节，生产环节以黑作坊黑
窝点为重点，销售环节以网络电商平台销售和游
商兜售为重点。

这位负责人表示，要迅速开展农资排查检
查。各地以县为单位，集中开展一次春耕农资拉
网式排查。加强日常监管，不定期开展巡查检查
和暗查暗访、飞行检查。特别是对以往发现问题
较多的企业和产品，加大检查频次。

据了解，今年有关部门将强化执法办案，创新
农资监管方式，加强网络销售假劣农资问题治理，
联合开展农资打假“净网”行动。坚持检打联动、
行刑衔接，在快检、深挖、严打方面下功夫。利用
信息化、大数据等技术，提高监管精准性、有效
性。同时，农业农村部门将深入开展放心农资下
乡进村活动，在农资购买使用高峰期和关键农事
时节，深入田间地头，普及农资识假辨假知识，引
导农民合理购买、科学使用。

图为3月21日搜救人员在广西藤县坠机现场发现的飞机残骸。 新华社发

新华社广西梧州3月 21日电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按照李克强总理召开的紧急

会议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国务委员王勇代
表党中央、国务院，3月21日晚率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广西梧州，指
导东航客机坠毁事故现场救援、善
后处置及事故原因调查工作。

刘鹤王勇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梧州指导
东航客机坠毁事故现场救援善后处置及事故原因调查工作

广告·热线：66810888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2年3月30日10：00在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
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南生茂高技术发展公司等12户债权资
产包（截至2021年12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本金合计为7829.45
万元，利息合计为20,146.74万元，本息合计27,976.19万元）。参
考价：人民币3,400.00万元整，竞买保证金：人民币680.00万元整。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
涉及的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
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
人；本次拍卖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
单人员；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3月29日止。
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2022年3月29日16:30前（以竞买保证

金到账为准）。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2年3月29日17:00
主拍单位：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二层
联系人：欧阳先生 13976111340
联拍单位：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12-1号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座

802室
联系人：胡经理 13337624167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 68521765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联合拍卖公告公示
范海琪、陈符军与威海蓝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

5月19日签订了《蓝海银行“蓝邸贷”个人借款合同》及《个人
循环授信额度合同（含最高额抵押条款）》，范海琪、陈符军向
威海蓝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1110000元，借款期
限为2021年5月19日至2026年5月18日止，借款年利率为
14.5%。范海琪以其名下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洗马桥
社区洗马桥路56龙湾小区A3栋16层1601房的房产【不动产
权属证号：琼〔2021〕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05469号】提供抵押
担保。上述合同经本处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2021年11月18日，威海蓝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厚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债权收购协议》，将其对范海琪、
陈符军的债权、抵押权转让给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现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向我处申请出具执行证
书，称：威海蓝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在2021年5
月28日向范海琪、陈符军发放了该笔贷款共人民币1110000
元，范海琪、陈符军仅向威海蓝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本金
13006.25元，利息24205.87元，暂计至2021年11月18日，范
海琪、陈符军尚拖欠贷款本金人民币1096993.75元，利息、罚
息、复利人民币54157.29元，共计人民币1151151.04元。

如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请在本公示发布之日起七日
内书面向我处提出，否则我处将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出具执
行证书。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2022年3月22日

联系地址：海口市公园北路2号明星大厦三楼海南省海口
市椰城公证处，联系电话：0898-66565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