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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興國際機場：
智慧化、人性化服務點亮北京「新國門」
新華社北京9月25日電 客流量突破1000
萬人次，聯通全國129個航點，累計完成航班
起降8.4萬架次……首次實現停機坪智能燈光
導引，首次實現三類B標準載客著陸，首創
數據共享標準，打造「海綿機場」「綠色機
場」……
9月25日，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建成投運一
週年。多項智慧化、人性化服務集中亮相，
點亮了這個正在打造世界一流便捷高效「新
國門」的機場。
雖然遭遇疫情的「加試題」，但一年
來，大興機場各項功能正在趨於完善，運行
組織能力不斷提高。目前客流量突破1000萬
人次，運營國內航線187條，聯通全國129個
航點。累計完成航班起降8.4萬架次，貨郵吞
吐量約4萬噸。
「大興機場是世界關注的‘世紀工
程’，理應提供更好服務。」大興機場規劃
發展部副總經理杜曉鳴說，在新機場、雙樞
紐、機場群三大戰略指引下，大興機場正在
構建平安、綠色、智慧、人文的「四型機
場」。
——平安是基本要求。完善頂層設計，
安全隱患100%整改；引入國內首條跑道外
來物監測系統，一塊小石頭都逃不過雷達的
「眼睛」；推出停機坪地面燈光導引系統，
可以在能見度極低的情況下，指引飛行員停

機入位；毫米波探測門，覆蓋了金屬探測不
能覆蓋的安全角落。
——綠色是基本特徵。實行最嚴的噪聲
治理標準、全場綠色建築100%、垃圾無害化
處理100%……「大興機場首次提出建設‘海
綿機場’。」杜曉鳴說，場內污水全部轉化
為中水再利用，主要建築都有雨水中轉儲存
空間。
——智慧是基本品質。約62000個信息
點、6000多公里佈線、4000多台網絡設備，
構成了大興機場的智慧終端網絡。大興機場
副總經理郝玲說，值機、安檢、登機以及離
境退稅、免稅購物等都能「一臉通關」；憑
藉行李條上的小芯片，旅客可以跟蹤行李流
程全部的26個節點。
——人文是基本功能。230多家商業店
面匯聚國內外知名品牌，盲盒機、美甲、唱
吧等滿足旅客多元需求。「比購物中心還好
吃好玩好逛」讓大興機場成為網紅打卡地。
航站樓管理部副總經理陳雪說，我們要讓老
人、孩子、行動不便人士感到有尊嚴、更貼
心。
行李打包、失物招領、銀行、快遞、急
救、上網、充電、瑜伽……便捷服務已經深
入到大興機場的每一個細胞。
在大興機場，從候機區任何位置走到衛
生間距離都不超過60米。自動門、挂衣鉤、

中國已有
4個新冠病毒疫苗
進入Ⅲ期臨床試驗

低位呼叫器、折疊嬰兒打理台……讓衛生間
成為人性化服務的亮點。
便捷高效的基礎是跨界、融合與協同。
走進大興機場運行中心（AOC）一層值班大
廳，137個蜂巢式席位佈局，分佈著地方政
府、民航主管部門、聯檢單位、空管、航空
公司等43家單位。
「席位化管理是大興機場的首創。」大
興機場運行管理部副總經理羅東說，「比
如，遇到特殊天氣，我們能夠提前6至8小時
組織會商，避免產生大面積航班延誤，提高
機場整體運行效率。」
9月16日，大興機場固安航站樓投入使
用，周邊旅客可以提前值機、辦理托運，乘
坐專用巴士40分鐘左右直達機場。
「城市航站樓是拓展機場功能的‘觸
角’，也有助於河北固安、廊坊等地利用機
場的樞紐優勢增強產業吸引力。」大興機場
公共區管理部業務經理焦永傑說，在草橋、
固安兩個城市航站樓的基礎上，大興機場還
將在北京麗澤商務區和河北雄安等地開設城
市航站樓。
以大興機場為圓心，五縱兩橫的立體交
通網絡日趨完善。按照預測，一小時公路圈
可覆蓋7000萬人口，兩小時高鐵圈可覆蓋1.34
億人口，3小時高鐵圈可覆蓋2.02億人口。
「新國門」的帶動能力越來越大……

「今天不吃子孫魚，明天子孫有魚吃」
——來自「長江禁捕 打非斷鏈」專項行動一線的報道
新華社長沙9月25日電 每天中午12點直
至第二天淩晨，是長沙水渡河農產品市場的
水產品交易時間，周邊地區各大菜市場銷售
的活魚等水產品9成以上來自這家市場。
24日下午，記者跟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長江禁捕 打非斷鏈」專項行動暗訪督導組
來到該市場。正趕上交易高峰時段，每個檔
口門前，停著幾輛滿載著鮮魚的大貨車，買
賣雙方就在車旁進行交易，工人們忙著從貨
車上卸下活蹦亂跳的鮮魚。
「今天不吃子孫魚，明天子孫有魚吃」
橫幅標語醒目地懸挂在市場外墻上。該市場
運營總監陽澤明告訴記者，市場管理方已經
知曉長江禁捕相關政策要求，並廣泛向商戶
宣傳告知，禁止銷售非法漁獲物。
「每一車水產品運進市場之前，都要索
證索票，查清產地證明，有合法養殖渠道、
屬於合法銷售範疇，才能進入市場。」陽澤
明介紹，目前市場已進入交易高峰期，每天
僅淡水魚的交易量就達500多噸。
記者看到，每輛貨車開進市場前，要向
市場管理方提交產地證明，有供貨方和進貨
方的姓名、電話、詳細地址等信息，實現進
貨渠道溯源。
該市場自建了200多平方米的食品檢測中
心，9名抽檢員每天對各檔口的肉類、水產品
等食品進行抽檢。暗訪督導組隨機抽查了最
近的抽檢原始記錄單，對活魚等水產品主要
檢測孔雀石綠、氯黴素等7項國家明令禁止的

添加成分。
「近日明察暗訪了一些地方的水產品交
易市場，發現當地相關從業人員對長江禁捕
政策知曉度較高，基本都張貼了禁止銷售長
江流域非法捕撈漁獲物的宣傳通告。」暗訪
督導組成員、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執法稽查局
局長燕軍告訴記者。
9月22日至24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長
江禁捕 打非斷鏈」專項行動暗訪督導組來到
湖南，深入幾個重點區域，暗訪農貿市場、
超市、餐飲企業，重點排查經營場所水產品
種類以及來源渠道，對銷售長江流域野生魚
或珍貴瀕危水生野生動物等違法行為進行明
察暗訪。
在長沙市天心區，暗訪督導組對網上搜
索到的「洞庭野生甲魚烤全羊」信息實地暗
訪，現場發現該店名已改，店名招牌去掉了
「野生甲魚」字樣。
「在檢查中發現，有個別經營者聲稱銷
售野生水產品，有的商家仍存在打擦邊球的
宣傳用語。」暗訪督導組有關人員告訴記
者。
在長沙市天心區湘江南路的一家餐廳，
服務人員聲稱銷售的是湘江裡的野生魚。在
岳陽市君山區一家農貿市場，有水產門店經
營者表示可以出售野生魚，但需要提前預
訂。有的農貿市場水產經營者、餐廳以「源
自洞庭湖的魚」「洞庭湖鮮」等用語進行宣
傳。暗訪督導組查看了購銷憑證，發現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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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來自附近水庫、湖泊內的養殖場，屬於
養殖魚類。
今年7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佈了關於
開展「長江禁捕 打非斷鏈」專項行動公告，
明確規定：今年年底前禁止交易來自實施禁
捕的332個自然保護區和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
非法捕撈漁獲物；從明年起，全面禁止交易
來自長江幹流和重要支流，以及洞庭湖、鄱
陽湖等大型通江湖泊非法捕撈漁獲物。
公告明確了長江流域非法捕撈漁獲物禁
止銷售的多種情形：採購、銷售和加工來自
禁捕水域的非法捕撈漁獲物；採購、銷售和
加工無法提供合法來源憑證的水產品；對水
產制品標注「長江野生魚」等字樣；餐飲單
位經營「長江野生魚」等相關菜品；出售、
購買、食用長江流域珍貴、瀕危水生野生動
物及其製品；以「長江野生魚」等為噱頭進
行宣傳；為出售、購買、利用非法捕撈漁獲
物及其製品或者捕撈工具發佈廣告，提供交
易服務。
「有效斬斷非法銷售長江流域捕撈漁獲
物地下產業鏈，要實現市場零交易、餐飲零
供應、網上零售賣、廣告零發佈。」燕軍介
紹，9月下旬，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長江禁捕
打非斷鏈」專項行動派出了6個暗訪督導組，
分別深入12個省市明察暗訪，加大市場違法
銷售的清查力度。他表示，消費者要自覺抵
制長江「野味」，文明理性消費，愛護長江
「母親河」。

新華社北京9月25日電 中國科技部社
會發展科技司司長吳遠彬25日在國新辦吹
風會上表示，目前中國已有11個新冠病毒
疫苗開展臨床試驗，其中4個新冠病毒疫
苗已進入Ⅲ期臨床試驗。
吳遠彬介紹，中國疫苗企業與多個國
家的機構簽署了合作協議，在依法合規的
基礎上，共同實施Ⅲ期臨床試驗。其中，
中生公司兩個滅活疫苗在中東開展Ⅲ期臨
床試驗，已接種超過3.5萬人，目前觀察
疫苗的安全性良好，沒有發生嚴重不良反
應。北京科興中維公司的滅活疫苗在南
美、東南亞地區有關國家，依法開展Ⅲ期
臨床試驗，接種工作有序進行。軍事醫學
研究院和康希諾公司聯合研發的腺病毒載
體疫苗獲批在歐亞地區有關國家開展Ⅲ期
臨床試驗，目前已經開始入組工作。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疫苗
研發專班專家組副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
王軍志表示，對於新冠病毒這樣一種全新
病毒，中國在短時間內佈局了5條技術路
線，11個疫苗進入臨床試驗階段，其中有
2條技術路線的4個疫苗率先進入Ⅲ期臨床
試驗，這是中國多年來在疫苗領域研發能
力、技術和經驗積累的結果。
當被問及新冠病毒疫苗何時獲批上市
時，國家藥監局藥品註冊管理司負責人楊
勝表示，新冠病毒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
必須符合相關標準，還要完成商業規模生
產工藝驗證，建立可控的質量標準。就Ⅲ
期臨床試驗而言，其進展的快慢受很多因
素影響，例如受試者人數、受試者入組速
度、受試者中感染病例的獲取速度，以及
試驗的具體結果等。
「我們將堅持依法依規，確保安全有
效，採取特事特辦的原則，優化流程、無
縫銜接、全力以赴、爭分奪秒，推動我國
新冠病毒疫苗儘快上市。」楊勝說。

跨媒體水墨動畫展
亮相北京798藝術區
新華社北京9月25日電 由上海美術電
影製片廠、北京電影學院等主辦的跨媒
體原創水墨動畫展25日亮相北京798藝術
區，融合傳統水墨畫、現代動畫製作和前
沿8K3D視聽技術，探索在新時代發揚光
大「中國動畫學派」作品。
據北京電影學院副校長孫立軍介紹，
水墨動畫誕生於上世紀60年代，基於中國
傳統水墨畫藝術形式，製作了諸如《小蝌
蚪找媽媽》等經典電影短片，以獨特的中
國審美表達在全世界廣受讚譽。
然而，由於水墨動畫工序複雜，加之
製作週期長、效益低，于上世紀90年代後
陷入了漫長沉寂期。如何堅守傳統優秀文
化道路，重塑中國動畫學派的昔日輝煌？
據悉，此次展出的水墨動畫作品，復
刻國畫「兼工帶寫」技法，創新融合齊
白石工筆重彩藝術形式和8K3D超高清技
術，推動了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動畫製作
技術的融合。

莊樹福樹輝丁母憂

莊樹福丁母憂

旅菲青陽璧立公益社訊：本社故顧問金朝宗老先生，
亦即本社交際主任樹福，名譽理事樹輝，華珍賢昆玉令萱堂
莊府朱玉瓊太夫人（青陽內廳）不幸於二○二○年九月廿三
日上午八時卅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一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靈軀已於九月廿三日（星期三）下午七時火
化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安樂堂，靈灰擇訂於九
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奉安於普濟禪寺。
本社聞耗，以電訊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菲律濱中國洪門進步黨總部訊:本總部莊新聞主任樹福
大哥令萱堂莊府朱玉瓊義老伯母,不幸於二0二0年九月二十三
日 (星期三)上午八時三十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0一高齡,
婺星沉 輝,軫悼同深,靈軀已於當日下午吉時 火化於計順市亞
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火化堂茶毗,靈灰擇訂於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上午九時奉安於計順市普濟禪寺。
本會聞耗,經已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以表哀
思，而盡洪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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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天圖逝世

莊樹福樹輝丁母憂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黃天圖先生
（南安市文斗鄉）亦即黃明輝令尊，即
林森森令夫君，不幸於二○二○年九月
二十五日上午八時，壽終於崇仁醫院，
享壽七十有四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
深。由於疫情期間，飾終事宜從簡，擇
訂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下午一時
三十分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菲律濱錦繡莊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故顧問金朝宗老先
生令淑配，即名譽理事樹福、樹輝賢昆仲令慈莊府朱太夫人
玉琼(原籍福建晉江軒內)，不幸於二０二０年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上午八時三十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零一高
壽，駕返瑤池，同深哀悼。
靈軀於九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時火化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聖國殯儀館火化堂荼毗。擇訂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上
午九時靈灰安奉於普濟禪寺。

謝 啟

年九月廿六日
○

黃英獻家屬 泣啟

督徒四代大父黃府君諱英獻（原籍南安市水頭文斗村）於主曆二零
二零年九月七日上午九時四十分，蒙主恩召，安息主懷，息勞於
紅衣主教醫院，越九月十四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
墓園之原。設靈期間，叨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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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濱南安同鄉總會，菲律濱南安商會總會，東黎剎菲華商會，馬利
僅那菲華商會，馬利僅那菲華防火會，青山中華基督教會東區，青
山東區中華基督教會長者團契小組，青山東區中華基督教會蒙福查經
小組，中國福建晉江基督教會安海堂，福建南安文斗宗親會，福建南
安文斗學校董事會，福建南安文斗村民委員會，福建南安文斗村老人
協會，中國廈門大學老同學邱萬興，中國廈門南安一中十五組全體校
友，及馬來西亞沙巴親戚朋友，家族長輩兄弟姊妹，香港、美國、澳
洲、加拿大親戚朋友等有關團體代表暨廠商行號、中菲諸親戚友惠賜
輓聯、花圈、彩幛、彌撒卡或函電慰唁，或躬臨弔奠、或襄理飾終事
宜。出殯之日，再蒙
中菲諸親戚友親臨送殯執紼，高情隆誼，歿存均感，祇以哀痛之餘，
孝服在身，未克一一登府叩謝，謹藉報端，聊申謝忱。伏維

二
○

矜鑒

李良燦丁母憂
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訊：本會名譽顧問李良燦
宗長令萱堂，李府龔淑賢老伯母，不幸於二零二零年九月
二十二日（星期二）下午逝世，享壽八十有六高齡。寶婺星
沉，珍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0 PRIMROSE）靈堂，擇訂於九月二十六
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總會聞耗，已致电慰唁，勉其節哀順變。

訃 告
李龔淑賢
(石獅永寧）
逝世於九月廿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0 PRIMROSE）靈堂出
殯於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時

池陳碧瑜
(福建福州）
逝世於九月廿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3-CALADIUM）靈堂
出殯於九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

施詹秀霞
(晉江深滬華海後寮）
逝世於九月廿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1-GLADIOLUS）靈堂
出殯於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

莊朱玉瓊
(晉江青陽璧立）
逝世於九月廿三日
靈灰奉安於九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