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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陕西省委
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刘国中同志不再兼任陕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赵一德同志任陕西省委书记。

公开资料显示，赵一德，男，汉族，1965年2月出
生，浙江温岭人，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浙江省委秘书长、河北省委副
书记，2020年8月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
党组书记。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发射准备就绪

昨日完成最后一次全区合练
新华社酒泉11月27日电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

任务27日进行最后一次全区合练和全系统气密性检
查。目前，火箭、飞船及发射场各系统状态良好，已完
成火箭加注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当日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迎来风雪交加的低温
天气，最高气温降至零度以下。这是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在神舟四号发射任务之后，第二次在冬季严寒天气
执行飞船发射任务。

低温环境对处于室外的加注供气、非标塔勤设备性
能会产生不利影响，给飞船和火箭等飞行产品的空调保
障增加了难度，也让发射场供配电等能源供应系统面临
严峻考验。为此，发射场从技术、管理、质量和操作等方
面深入分析识别风险隐患，制定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开展专项设备复查、运行检查和应急处置演练。

神舟十五号船箭组合体运抵发射区后，已经完成
了飞船和火箭功能检查、匹配检查，组织了全系统发射
演练，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

杭州亚运会
首次推出数字火炬手
新华社杭州11月27日电 27日，延期后的杭州

亚运会迎来倒计时300天。在当天举行的主题活动
上，杭州亚组委向全球首创性推出“亚运数字火炬
手”。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赛因·穆萨拉姆通过视频
致辞，向世界发出争当亚运数字火炬手的邀请。

据介绍，亚运数字火炬手是真实用户在数字亚运
世界的数字身份，具有唯一性。亚运数字火炬手将现
实世界的“亚运火炬手”拓展至数字世界，让更多的人
能够突破时间、空间限制直接参与到亚运会这一盛大
的体育文化活动中。

全球网民通过“智能亚运一站通”参加“爱运动、
爱公益、爱绿色”等活动，就可以成为亚运数字火炬
手。成为亚运数字火炬手后，可拥有代表亚运数字火
炬手独特身份的数字权益，包括个性化的数字形象、
杭州亚运会火炬手同款服装和“薪火”同款火炬的数
字装扮等。

德国总理朔尔茨：

坚持禁运俄罗斯石油
正在筹备替代方案

据央视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26日，德国总理朔尔
茨明确表态，称将坚持在今年年底对俄罗斯石油实施
禁令。

朔尔茨当天在勃兰登堡州社民党的党代会上表
示，德国一直在为俄罗斯以后停止向施韦特和洛伊纳
两家炼油厂运输石油做准备——“这有望在今年年底
成为可能”。朔尔茨透露，替代方案正在积极筹备中，
包括实现相匹配的技术条件。

按照计划，从2023年1月1日起，德国将不再从
俄罗斯进口石油。禁令首先适用于勃兰登堡州的施
韦特炼油厂。该炼油厂由俄罗斯石油公司运营，数
十年来一直通过德鲁日巴管道输送石油，是德国第
四大炼油厂，为柏林以及周边地区提供 90%的燃
料。今年9月，德国政府接管了俄罗斯石油公司在
其境内的两家子公司。

据央视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25日，韩国首尔正式
开通第一条自动驾驶巴士线路，目前为免费运营。普
通居民如果想乘坐，需要先预约，然后就能体验“自动
驾驶”的与众不同。

25日当天，首尔市中心的清溪川地区正式推出
自动驾驶巴士服务，两辆专用巴士先后亮相，运行路
线是往返于清溪广场和附近的世运商街，全程3.4公
里，耗时约20分钟，现阶段为免费运营。

这种巴士体型较小，但流线型边缘和宽大的玻璃
窗使其看起来更具现代感。

据报道，这种自动驾驶巴士能快速识别红绿灯、
行人和障碍物，从而执行避开障碍、紧急制动等任务。

韩国首尔开通首条
自动驾驶巴士线路

自动驾驶巴士在站点停靠。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交通运输
部日前发布新版《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
理办法》，进一步明确所有铁路旅客列车
和车站实行车票实名制管理。新版办法
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新版办法明确所有铁路旅客列车和
车站实行车票实名制管理。同时明确，不
属于长途客运的公益性“慢火车”、市域
（郊）列车、城际列车和相关车站根据实际
情况暂不实行车票实名制管理的，铁路运
输企业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布并说明理由。

在细化车票实名购买要求方面，新版
办法规定，购买车票以及办理补票、取票、
改签、退票等业务时，应当提供乘车人真
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件信息。
明确通过互联网、电话、自动售票机、人工

售票窗口等方式购票时可以使用的有效
身份证件种类，增强可操作性。旅客遗失
实名制车票的，铁路运输企业经核实旅客
身份信息及购票信息后，应当免费为旅客
挂失补办车票。

在完善车票实名查验规定方面，新版
办法规定，车站应当设有人工实名查验通
道，为老年人、证件无法自动识读、需要使
用无障碍通道和其他需要帮助的旅客提
供必要的服务。铁路运输企业及其工作
人员对实施车票实名制管理所获得的旅
客身份、购票、乘车等个人信息应当严格
保密，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买
卖、提供或者公开，同时应建立健全信息
安全保障制度，采取必要防护措施，防止
旅客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国务院、
中央军委日前批转了公安部、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关于
调整规范军人家属随军及落户有关政策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现役军官（含警官）和
三级军士长以上军士（含警士），以及驻
国家、军队确定的艰苦边远地区、三类
以上岛屿和西藏自治区部队服役的一
级上士，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无独立
生活能力的子女，经旅（团）级以上单位
的政治工作部门批准，可以随军；驻京
部队军人家属随军有关政策由军队参
照党中央关于北京市新增落户审批和
管理文件精神另行制定，新政策出台前
仍暂按现行有关政策执行。军人配偶

符合到军人所在单位驻地自主落户条
件，经驻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且办
理落户手续的，落户30日之内，军人应
当向所在旅（团）级以上单位的政治工
作部门报告和备案。

《意见》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
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家属随军及落
户有关政策，对符合随军和自主落户条
件的军人家属，优先提供服务和保障。
军队各级要加强政策形势教育，引导广
大官兵集中精力练兵备战，为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作出贡献。

这次调整规范军人家属随军及落户
有关政策，是贯彻落实军事政策制度改
革部署的实际举措，对增强部队凝聚力
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新版火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明年起施行

所有铁路旅客列车
均实行车票实名制

军人家属随军及落户有关政策调整规范

军人配偶办理落户
应向政工部门备案

“奋斗者”号
再探万米深海

中国-新西兰联合深潜科考
队到达克马德克海沟最深点

据新华社电 中国-新西兰联合深渊深潜科考队27日
在新西兰奥克兰表示，首次中国-新西兰联合深渊深潜科考
航次第一航段科考任务顺利完成，两国科考人员借助载人
潜水器到达克马德克海沟最深点。

搭载“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的“探索一号”科考
船10月31日自奥克兰的港口前往克马德克海沟，11月25
日完成第一航段任务返航。据介绍，在第一航段中，“奋斗
者”号下潜作业16次，其中14次作业超过6000米水深，覆
盖克马德克海沟俯冲带不同构造单元。“奋斗者”号沿克马
德克海沟轴部最深处下潜5次，其中两次达万米。

这是国际上首次在克马德克海沟区域开展大范围、系
统性的载人深潜调查，采集了深渊宏生物、岩石和沉积物
样品，为理解深渊的生命演化与适应机制、深渊沉积环境
演变以及板块俯冲与物质交换通量提供了重要支撑。

克马德克海沟
克马德克海沟位于太平洋南部克马德克群

岛以东，与汤加海沟相接。长约 1200 公里，最
大深度10047米，是世界最深的海沟之一。

巴西冲击连胜晋级
C罗迎来“复仇”时刻

当地时间28日（北京时间28日和29日），
卡塔尔世界杯将迎来第九个比赛日的争夺，也
将为小组赛第二轮画下句号。在G组和H组
展开的两场较量中，内马尔伤缺的巴西队将冲
击两连胜，而C罗则将率领葡萄牙队迎战上届
世界杯将他们淘汰出局的乌拉圭队。

巴西队和瑞士队在小组赛首战均取胜，因
此本场比赛很可能是决定小组排名的关键一
战。游刃有余的巴西队用两套不同的进攻组
合打服了塞尔维亚队，美中不足的是内马尔受
伤离场，并在随后宣布将缺席与瑞士队的比
赛，而替补登场表现活跃的曼联边锋安东尼也
传出身体不适的消息。不过这对巴西人而言
并非“灾难”，球队正好有更多机会演练其超豪
华进攻线的其他战术套路。

四年前在俄罗斯，C罗迎来自己状态最好
的一届世界杯，却在1/8决赛中受到乌拉圭队
一众“肌肉男”的围剿，球队惨遭淘汰，如今他
在小组赛就找到了“复仇”良机。艰难赢下与
加纳队的首战，葡萄牙队的磨合程度比去年欧
锦赛更好，但上一场体能耗费巨大的C罗能否
在乌拉圭人的消耗下持续闪光，可能是决定比
赛胜负的关键。 据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电 北京时间27日凌晨进
行的卡塔尔世界杯C组第二轮焦点战中，
凭借梅西和恩佐·费尔南德斯在下半场的
进球，阿根廷队2∶0战胜墨西哥队。

首轮比赛爆冷输给沙特队后，阿根廷队
如果第二轮再次输球，将被提前淘汰。站在悬
崖边上，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对球队首发阵
容做出多达5处调整，但是收效甚微。整个上半
场，墨西哥队全线收缩防守，阿根廷队基本没有
创造出任何有威胁的进攻。

久攻不下的阿根廷人在第64分钟终于等到
了他们的英雄。梅西在禁区外接到迪玛利亚传
球，稍做调整后左脚打出“贴地斩”，皮球蹿入球
门死角，阿根廷队1∶0领先。丢球后的墨西哥队
大举压上试图扳平比分，后防线留下大片空当。
第87分钟，梅西助攻替补上场的恩佐·费尔南德
斯再入一球，阿根廷队锁定胜局。

值得一提的是，在不久前C罗成为历史上首
位连续五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后，本场比赛
后，梅西也创造了一项新纪录，成为首位连续五
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员。

最后一轮小组赛，阿根廷队将对阵波兰队，
沙特队则与墨西哥队交锋。阿根廷队只要取胜
就将锁定小组出线名额。

而在稍早结束的世界杯小组赛D组第二轮
的焦点战中，姆巴佩独中两元，帮助法国队2∶1击
败丹麦队，成为首支晋级16强的球队。

姆巴佩
独进两球
一场比赛刷新七项纪录

梅西
力挽狂澜

连续五届世界杯都有助攻

同时，凭借本场比赛的两个进球，姆巴佩
一举刷新七项纪录：

第一，姆巴佩连续3场世界杯比赛破门，
成为法国队继方丹后的首人；第二，姆巴佩世
界杯进球数达到7粒，这也让他超越亨利，排
名法国队史世界杯射手榜第二位，仅次于方丹
的13球；第三，姆巴佩23岁时就已经在国家
队攻入30球，并且只用了61场比赛，位列法
国队史第5快，排在他前面的有方丹（20场）、
普拉蒂尼（50场）、帕潘（53场）和特雷泽盖（56
场）；第四，姆巴佩和贝利并列成为世界杯24
岁以下球员中进球最多的球员；第五，姆巴佩
以7球跻身世界杯历史总射手榜第31位，在
现役球员中仅次于C罗和穆勒；第六，姆巴佩
在法国队已经打进31球，追平齐达内；第七，

姆巴佩是目前唯一连
续两年国家队和

俱乐部总进球
达到 50 粒
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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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者奋斗者””
号在深海拍号在深海拍
摄的鱼类摄的鱼类。。

▶▶““奋斗者奋斗者””
号在深海拍号在深海拍
摄的水母摄的水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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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在对
阵墨西哥队
的比赛中进
球后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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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姆巴佩在
对阵丹麦队
的比赛中独
中两元。
新华社发

阿根廷队2∶0墨西哥队

法国队2∶1丹麦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