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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为体现党
中央对灾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众
的关怀，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
理的党费中向四川省下拨2000万元，
用于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中央组织部要求，灾区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把

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尽最大努力
减少人员伤亡，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和
灾后重建工作。灾区党员、干部要深
入抗震救灾第一线，冲锋在前、勇于
担当，到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去，到群
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做灾区人民的主
心骨和贴心人。党委组织部门要充
分发挥动员和保障作用，注意在抗震
救灾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注意发现、

宣传和表彰先进典型，为抗震
救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
费要及时下拨灾区基层，做到专款专
用，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抗震救灾第
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问
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
群众，补助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
教育设施。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
下拨2000万元用于支持四川省抗震救灾

新华社成都 9 月 7 日电 四川
泸定6.8级地震已造成74人遇难，
其中甘孜州 40人遇难、雅安市 34
人遇难。

据甘孜州抗震救灾指挥部消

息，截至 9月 6日 21 时，四川泸定
6.8 级地震已造成甘孜州 40 人遇
难、14人失联、170人受伤。

据雅安市应急管理局消息，截至
9月6日21时，四川泸定6.8级地震

已造成雅安市34人遇难、12人失联、
89人受伤。

目前相关受灾情况还在进一步
统计中，地震灾区正全力以赴开展抢
险救援工作。

四川泸定地震已造成74人遇难
26人失联259人受伤

9月6日，阿坝森林消防支队汶川大队队
员抱着一名从泸定县得妥镇湾东村疏散出来
的2个月大的婴儿。 新华社发

7日12时，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
作战训练处副处长胡杨所搭乘的应
急救援直升机停靠在四川省石棉县
石棉中学临时起降点。在这架飞机
上，胡杨和队员转移回了3名石棉县
王岗坪乡爱国村的重伤员。

下机时，胡杨小心翼翼地扶着伤
员，尽量降低身体避开飞沙走石，同
时与伤员说话安抚他们的情绪。把
伤员安全护送到医疗车上后，他的救
援服已湿透。

在返航途中，胡杨也会询问伤员
关于震区的一些情况，并根据反馈情
况，及时向石棉县前线指挥部报告。
截至目前，胡杨已安全往返9个架

次，营救被困受伤群众27人。“争分
夺秒抢救生命，永远是我们的使命。”
他说。

空中救援通道紧急运送伤员，陆
上生命通道也在不断抢通。

在石棉县新民乡马厂村先新桃
路067县道一处山体滑坡点，石棉县
公路养护段段长侯永捷正指挥挖掘
机清理落石，抓紧抢通受阻道路。

侯永捷所在的这支公路抢修队
伍共有100余人，他们操作着16台
挖掘机，对先新桃路沿线18处较为
严重的山体滑坡点进行抢修。“天
不亮就出工，天黑后收工，预计这
处山体滑坡点很快就可以打通。”
他说。

地震面前，受灾村民也在积极自
救。

王岗坪乡幸福村地势险要，地震
导致这里道路、电力、通信中断。6
日下午，救援队伍翻山越岭挺进幸福
村，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其间，
幸福村村民积极自救，搭起救援帐
篷，找来橡皮水管接到村头引入山泉
水，每家每户把大米、腊肉、蔬菜等物
资统一交到村委会，统筹使用。

“大家劲都往一处使，我们要闯

过难关、重建家园。”幸福村村民康贝
兵说。

在这次地震中，新民乡受灾严
重，当地政府及时在新民乡文化广
场搭建应急避难安置点。记者在安
置点看到，受灾群众有人在生火做
饭，有人在清理生活垃圾，矿泉水、
蔬菜等救援物资集中堆放在安置点
周边。

“9月5日当天，我们就来到了这
处安置点，政府提供吃的，基本生活
有保障。”在安置点8号帐篷内，新民
乡海耳村村民汪贵军说。

（新华社成都9月7日电 记者
魏玉坤 才扬）

救援，争分夺秒
——四川石棉县震区抢险救援见闻

治理“天价”月饼，市场监管总局有实招

用红木或贵金属豪华
包装、动辄标价数百甚至上
千元……临近中秋节，过度
包装、“天价”月饼再度成为
公众关注话题。7日，市场
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治理相关问题提出“硬
核”措施。

9月6日，救援人员帮助泸定县得妥镇湾东村村民攀爬高山向外疏散。 新华社发

治理过度包装：
实施新国标 曝光典型案例

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并导致商品价格虚高，近
年来，月饼过度包装问题受到各界关注。近日，市
场监管部门集中整治，曝光一批月饼过度包装典
型案例。

今年端午节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限制商
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第1号
修改单，于今年8月15日起实施。根据第1号修
改单，销售价格在100元以上的月饼，包装成本占
销售价格的比例不得超过15%。同时包装材料
不得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料。

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让月饼包装全方位“瘦
身”：限制包装层数，月饼的包装层数最多不超过
三层；压缩包装空隙，减少包装盒中不必要的空
隙，避免“盒大饼小”；严格混装要求，月饼不应与
其他产品混装。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司长刘洪生介绍，
标准发布后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第一时
间针对月饼生产、流通和执法等各环节的不同主
体，详细解读标准要求，引导企业严格执行标准
要求。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对月饼过度包装问题有
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国家监督抽查。本次抽查发现
的主要问题是包装空隙率不合格。市场监管总局
质量监督司一级巡视员嵇超说，国家监督抽查结
果将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存在严
重问题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进一步加
大失信惩戒力度。

治理“天价”月饼：
全国范围专项行动

月饼虽然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依据市场
状况自主确定价格，但是自主定价不等于随意、任性
定价。经营者定价要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
状况，遵循公平、合理和诚实信用原则。

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张正明介绍，
今年月饼市场总体规范有序，大多数盒装月饼单价
在200元以下，较为贴近市场需求，但仍有个别企业
采取多种方式炒作月饼价格，“天价”问题仍然存在。

据介绍，“天价”月饼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少数高档酒店为满足特定客户群体需求，提供专门
定制，成本、售价较高；少数商家在月饼中添加鱼翅
燕窝等珍稀食材，有的将月饼与高档茶叶、高档烟酒
混合销售，推高价格；“天价”月饼购买者多数是为了
送礼，追求面子，往往觉得越贵越好，既造成铺张浪
费，也暗藏“四风”问题。

针对“天价”月饼问题，6月，市场监管总局会同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深入开展
整治工作，发布《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
康发展的公告》，着力加大月饼市场监管力度；8月，
市场监管总局再次印发关于集中整治商品过度包
装、“天价”月饼和蟹卡蟹券等问题的通知，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集中整治，对价格行为的检
查是重要内容之一。

据市场监管总局巡查监测，今年盒装月饼价格整
体低于往年，单价500元以上盒装月饼相比往年大幅
减少。从全国检查情况看，截至目前共检查酒店、商超
等市场主体81565家，最新月饼平均售价157元一盒。

监管形成合力：
鼓励消费者参与，加强网售月饼监测

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强与有关部门协
作，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形成治理
合力。

近日，中消协鼓励广大消费者主动参与
社会监督，用随手拍的形式记录违反标准和
公序良俗的过度包装月饼，向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消协组织举报。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向1229家电商平台
发送了规范中秋期间网络销售月饼行为的通
知，明确要求平台完善交易规则，加强对平台
内经营者月饼销售活动的监督。

针对部分平台存在的不正当价格行
为，特别是社会热议的“标价499元、运费
600 元月饼”，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平台
的行政指导，督促履行主体责任，强化整
改落实。

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司长庞锦表示，加
强网售月饼的监测监管，针对高价月饼商品
的不同形态采取不同的监测和处置措施，依
法依规下架违规商品。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副局长况旭
介绍，目前，市场上的月饼包装问题主要集
中在混装上，即月饼与其他商品特别是高
价商品混装，在高档酒店、大型宾馆以及部
分电商平台私售，这是下一步监管和执法
的重点。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记者赵文君）新华社发

新华社青岛9月7日电（记者黎云 孙鲁明）
中国海军航空兵发展论坛7日在山东青岛落下帷
幕。记者在论坛上获悉，中国海军航空兵已初步
实现从岸基向舰基转型，成为维护祖国海空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重要力量。

1952年9月，中国海军航空兵作为一个独立兵
种正式组建。据海军参谋部航空兵局局长董青介
绍，目前，中国海军航空兵已经初步实现了从岸基向
舰基的跨越发展，形成以舰载战斗机、直升机、预警
机、教练机四大类平台为基础的舰载机体系，新型作
战力量取得重要突破，航迹从近海延伸到远洋。

在人才建设方面，以舰载机飞行人才和航母
指挥人才等为代表的海军航空兵新型人才队伍正
在崛起壮大，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生长路径培养链
路已经全面贯通，“改装模式”和“生长模式”双轨
并行培养路径全面走开。海军航空兵依托地方优
质普通高中建成的14所青少年航空学校，也已经
成为海军招收飞行学员的主渠道，首届学员已经
进入初教机飞行阶段。

中国海军航空兵初步实现
从岸基向舰基跨越发展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新型轰炸机进
行飞行训练。 新华社发

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344个药品
通过初步形式审查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彭韵佳）国家医
保局日前对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初步形式审
查结果进行公示，共有344个药品通过初步形式审
查，通过比例为70%，申报和通过初步形式审查的
药品数量相较2021年有一定增加。在通过率方面，
目录外药品比例为60%，目录内药品比例为91%。

据介绍，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分为企业申报、形
式审查、专家评审、谈判竞价等环节，形式审查只
是其中一个环节。通过形式审查，表明该药品有
资格进入下一步的专家评审环节。

国家医保局提示，药品最终能否进入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需要进行包括经济性在内的多方位
严格评审，通过评审的独家药品要经过谈判、非独
家药品要经过竞价，只有谈判或竞价成功才能被
纳入目录。

此次公示时间截至9月12日，国家医保局将
根据公示期间收到的反馈意见，进一步核实相关
信息，确定最终通过形式审查的药品范围，并向社
会进行公布。

三大运营商“多管齐下”
助力捍卫网络安全

据新华社合肥9月7日电（记者胡锐）近年
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7日，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三家运营商在2022年国家网络安全
宣传周期间集中展示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
新举措和最新成果。

7日，2022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
主题论坛在安徽合肥召开。论坛以“筑牢反诈防
线，捍卫网络安全”为主题，旨在宣传普及网络安
全知识，提高全社会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意识。

中国移动集团安徽分公司副总经理韩露重点
介绍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主要举措，包括严控
电话卡风险、与互联网公司联动处置、封堵诈骗网
站。此外，中国移动还推出了GOIP监测预警平
台，旨在打击GoIP、“猫池”等黑产设备，今年以
来，在全国范围内已协助公安机关缴获各类设备
5053台，抓获犯罪嫌疑人3970人。

10年来我国已组建
各种形式医联体1.5万个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田晓航 董瑞
丰）设置12个专业类别国家医学中心，建设50个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组建各种形式的医联体1.5万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医改走深走实，促进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努力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难题。

这是记者7日从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中
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得的信息。
当天的发布会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成就有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介绍，10年
来，我国构建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设置国家医
学中心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加强医联体、医共体
建设和县域综合医改。推进大病重病在本省解
决，一般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镇、村里解
决，年人均诊疗次数、住院率等指标逐步达到或接
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卫生人才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医疗技术
能力与质量水平双双提升，也为群众看病就医提
供了有力保障。李斌介绍，到2021年，我国卫生
人员总量达到1398.3万人，各类人才队伍规模不
断壮大，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达到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