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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 23日电 著名的社

会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杰

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

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

命委员会第八届、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会主席何鲁丽同志的遗体，23日在北京

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何鲁丽同志因病于 2022 年 3 月 19

日 0时 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8岁。

何鲁丽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

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何鲁丽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

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3 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

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何鲁丽

同志”，横幅下方是何鲁丽同志的遗

像。何鲁丽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

柏丛中。

上午 9时 40分许，习近平、栗战书、

汪洋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何鲁丽同

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何鲁丽同志的

遗体三鞠躬，并向何鲁丽同志的亲属表

示深切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

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何鲁丽同志在

京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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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月 23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更高水

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为根本目

的，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全面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激发社会力量

积极性，优化资源布局，扩大服务供给，构建统筹

城乡、公平可及、服务便利、运行高效、保障有力

的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意见》明确，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是

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期待的内在要求，是推动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的重要内容。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到 2.6 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政府提供的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更加完善、标准更加健全、品质明显提升，社会力

量提供的普惠性公共服务实现付费可享有、价格

可承受、质量有保障、安全有监管，群众健身热情

进一步提高。到 2035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相适应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建立，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5%以上，体育健身

和运动休闲成为普遍生活方式，人民身体素养和

健康水平居于世界前列。

《意见》指出，要加强党对全民健身工作的领

导，发挥国务院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作用，

着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县

级以上政府要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为

一项重要民生实事定期专题研究。各地要实事求是提出发展目标，因地制

宜选择全民健身发展路径，既坚持一定标准，又防止好高骛远，做到各项指标

和政策贴近实际、务实管用。开展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重点推进城市创建工作。

《意见》强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体育总局

牵头对本《意见》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监测，重

大问题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各

地要根据本《意见》要求，建立工作落实机制，

及时分解任务分工，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见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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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天宫课堂”第二课开

讲，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翟志

刚（中）、王亚平（右）、叶光富在中国空

间站进行太空授课。

据 中 国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办 公 室 介

绍，在约 45 分钟的授课中，神舟十三

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

光富相互配合，生动演示了微重力环

境下太空“冰雪”实验、液桥演示实验、

水油分离实验、太空抛物实验，讲解了

实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展示了部

分空间科学设施，介绍了在空间站的

工作生活情况。授课期间，航天员通

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

了互动交流。

这次太空授课活动在中国科技馆

设地面主课堂，在西藏拉萨、新疆乌鲁

木齐设 2个地面分课堂。 新华社发

中国空间站第二次太空授课活动圆满成功

新华社南宁 3月 23日电 民航事

故调查中心 23 日宣布，23 日 16 时许，

在广西藤县埌南镇莫埌村坠机事故现

场，搜救人员发现了 MU5735 航班的

一部黑匣子。

记者在搜救现场看到，几名身着

橙色外套的工作人员观察着刚刚发现

的黑匣子，在拍照后用袋子装好放入

一个塑料箱内。

17 时许，在“3·21”东航飞行事故

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第二场新闻发布

会上，民航事故调查中心主任毛延峰

宣布了这一最新消息。

据毛延峰介绍，由于本次事故情

形比较罕见，空管雷达显示，飞机是在

巡航阶段突然下降高度，且下降率很

大，“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找到机上两部

黑匣子，送到专业实验室进行译码，这

对我们梳理事故链条、还原和分析事

故原因非常重要”。

记者在飞机失事现场看到，由于

持续下雨，现场泥泞不堪，搜救人员携

带工具全力搜寻。目前，指挥部正组

织力量全力搜寻另一部黑匣子。23日

下午，搜救人员已动用专业设备，对事

故现场地面以下的区域进行探测，同

时将以主要撞击点为中心，扩大搜索

半径，展开拉网式搜寻。

据悉，失事飞机装有两个飞行记

录器，其中飞行数据记录器安装在客

舱尾部，记录时长 25 小时左右，记录

参数约 1000 个左右；驾驶舱话音记录

器安装在货仓尾部，可以记录四个通

道声音，记录时长大约两到三个小时。

毛延峰说，由于已找到的记录器

外观破损比较严重，前方调查组正在

进一步确认是飞行数据记录器还是驾

驶舱话音记录器。

21 日，东方航空公司 MU5735 航

班执行昆明-广州任务时，在广西梧州

市藤县上空失联并坠毁。机上载有乘

客 123人、机组人员 9人。

东航坠毁客机的一部黑匣子找到了

据新华社南京 3月 23 日电 （记者

邱冰清 蒋芳）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3 月 23 日中

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王素明在医院去

世，享年 87 岁。今年以来，已有 3 位老

人先后离世，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

者仅剩 58人。

王素明的童年很悲苦。她原本姓

杨，1937年，她两岁。日军侵占南京后，

她的父亲被日军以“破坏分子”的罪名

抓走，不久遇害。母亲无力养活儿女，

将兄妹四人分送四家领养。她被一户

王姓家庭收养，从此改名王素明。

“幸存者们承载了民族苦难的记

忆，在幸存者的口述实录面前，任何企

图歪曲历史的言论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他们也是需要关爱的特殊群体，以个体

生命历程传达出比宏观叙事的历史事

实更加震撼的感受，真正唤醒人们反对

战争、珍爱和平的认同。”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负责人说。

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仅剩 58人

新华社北京 3月 23 日电 （记者王

琳琳）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继 2

月 14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打击恶意

抢注“冰墩墩”“谷爱凌”等商标的行为

后，该局同时对恶意抢注北京 2022 冬

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口号、运动员姓

名、场馆名称等商标注册申请予以坚决

打击。

依据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和

第（八）项，第三十条等相关条款，国家知

识产权局对第 62717890号“青蛙公主”、

第 62626622 号“翊鸣”、第 62478160 号

“一 起 向 未 来 ”、第 62034963 号“雪 飞

燕 ”、第 62612144 号“BINDUNDUN”、第

62515920 号“雪绒融”等 1270 件商标注

册申请予以驳回。

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继续保

持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高压态势，强

化对包括冬奥健儿姓名在内的相关热词

保护，对恶意抢注商标的申请予以坚决

驳回，并及时公布。

恶意抢注涉冬奥会商标

国家知识产权局
依 法 坚 决 打 击

据新华社日内瓦 3 月 22 日

电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9 届会

议 22日举行同少数群体问题特别

报告员对话，中国代表发言敦促美

国切实保护少数群体权利。

中国代表表示，美国在历史上

通过屠杀、驱赶、强制同化等手段，

系统性剥夺印第安人的各项权利

和基本自由，试图从肉体和文化上

消灭这一群体，犯下种族灭绝罪

行。时至今日，美国仍然存在系统

性、结构性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亚洲人和亚

洲人后裔、穆斯林、印第安人等少

数群体权利受到严重侵犯，频繁成

为警察暴力执法和仇恨犯罪受害

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处于

边缘地位。

中方敦促美国政府承担历史

罪责，正视自身人权问题，根除系

统性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顽

疾，切实保护少数群体权利。

中国代表在人权理事会发言

敦促美国切实保护少数群体权利

标榜言论自由

封禁俄方声音

西方国家向来标榜言论自由，强调

任何人都有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我

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

的权利”这句话流传甚广。

然而，俄乌冲突升级后，一些西方国

家却说一套做一套。人们看到，一些西

方媒体刻意扭曲事实，加强反俄宣传。

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在欧盟地区

限制或屏蔽俄罗斯媒体和网民的信息。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通过种种

手段压制支持俄罗斯的声音，甚至直接

将俄媒“消音”。欧盟决定禁止俄罗斯

国家媒体今日俄罗斯和卫星通讯社的

新闻信息产品在欧盟落地和传播。英

国通信管理局宣布吊销今日俄罗斯在

英国播出节目的执照。

标榜生而平等

频出种族言论

西方一些政界和社会人士喜欢宣

称“人人生而平等”。然而，俄乌冲突却

暴露出不少西方人仍以肤色、种族、宗

教信仰作为评判他人的标准。

“金发、碧眼”“白种人”“这些逃离

战火的人不像叙利亚难民那样”“这里

不是阿富汗，这里不是伊拉克，战事竟

发生在文明的欧洲”……这些词句出现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法国商业调频电

视台等媒体的报道中。

标榜私产神圣

肆意冻结没收

美西方一向标榜私有财产神圣不

可侵犯。不过，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

对于俄罗斯人的财产权，西方国家则是

另当别论。

在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德

国、法国、波兰、意大利、美国、英国等多

国决定冻结、扣押一些俄罗斯人的资

产，包括房产、游艇、存款和飞机等。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多

国成立了多边特别工作组，旨在协作没

收和冻结一些俄罗斯商界人士的资产。

标榜艺无国界

取消涉俄演出

舞蹈、音乐、文学和美术等艺术形

式可以超越国界、肤色和语言，引发人

们的共鸣。但眼下在标榜艺无国界的

某些西方国家，俄罗斯艺术领域也未能

逃脱制裁。

俄罗斯指挥家、德国慕尼黑爱乐乐

团首席指挥瓦列里·格尔吉耶夫因为没

有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

事行动，失去了首席指挥的工作。俄罗

斯女高音歌剧演员安娜·涅特列布科在

瑞士苏黎世歌剧院和美国大都会歌剧

院的多场演出被取消，理由是她未对俄

罗斯领导人提出批评。英国、爱尔兰等

多地剧院取消了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作

品演出。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取消

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课程。

标榜永久中立

向乌提供援助

瑞士、瑞典、芬兰等国家曾宣布永

久中立。按照国际条约，永久中立国有

回避义务，不得为交战国提供与战争有

关的直接或间接援助。

但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上述国家

立场纷纷出现明显转变，已难言中立。

瑞士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冻结俄罗

斯有关个人和机构在瑞士资产；瑞典宣

布将向乌克兰运送 5000 件反坦克武

器；芬兰宣布将向乌克兰运送 2500 件

突击步枪和 15万发子弹等；奥地利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防护装备，对俄关闭领

空。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双标 浮标 无标
——俄乌冲突暴露西方多重丑态

自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西方加大打压围堵俄罗

斯力度，对俄实施全方位、无差别制裁，竟然把全球化当成武器，甚至连体育、艺

术和学术等领域都不放过，充分暴露出其一贯执行“双重标准”“浮动标准”，实际

上“毫无标准”“以我为准”。

（上接第一版）

消费市场稳步回升。全市上

下严格落实精准防控要求，持续增

强消费市场政策扶持力度，大力开

展春节促消费活动，消费品市场运

行良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

成200.52亿元，总量居全省第9位，

同比增长 10.0%，高于全省增速 4.5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7位。城乡市

场协调发展。城镇限额以上企业

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8.3%，乡

村限额以上企业消费品零售额同

比增长 19.1%。商品零售增长态势

良好。从消费类型看，限额以上企

业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8.7%，保

持较快增长。受疫情影响，限额以

上企业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15.2%，

餐饮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财政税收快速增长。全市克

服疫情反弹和降税减费的压力，不

断挖掘增收潜力，拓宽财税收入渠

道，财政收入实现快速增长。1-2

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5.64 亿元，总量居全省第 5 位，同

比增长 23.7%，高于全省增速 21.4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3位。

金融市场运行平稳。截至2月

底，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

额为3894.10亿元，同比增长 10.4%，

高于全省1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

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718.47亿元，同比

增长12.2%，高于全省2.9个百分点。

前两个月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全省第一

扫
码
看
全
文

3 月 22 日，在韩国首尔，医务

人员运送新冠患者至急救医疗中

心。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23 日

通报，截至 23 日零时，韩国单日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49 万例，累

计确诊病例超过 1000 万例。韩联

社报道称，这意味着约五分之一的

韩国民众感染或者曾经感染过新

冠病毒。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

韩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1000万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