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班
马来西亚航空 MH370次

航班（吉隆坡—北京）

机型
波音 777-200

飞行计划
北京时间8日0时41分从吉

隆坡起飞，原定6时30分抵达北京

失联时间
8日1 时 20 分，飞机在越南

胡志明管制区同管制部门失去
通讯联络，同时失去雷达信号

飞机状况
失联前飞机飞行在 3.5 万

英尺（10670米）的高空，飞行员
并未报告异常

出事地点
越南国家搜救中心推测，

客机疑似坠落位置为马来西亚
和越南重叠海域

乘客
总人数 239 人，包括 154 名

中国乘客

马航客机
失联事件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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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禄祯）3月 7日
上午，平顶山市 96336 家政服务网
络中心开通，市民可以随时拨打该
电话寻求家政、养老、就业等方面
的服务。“这是我们治理‘四风’顽
疾的一个尝试，意在改进工作作
风，与群众贴得更近。”该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同志说。

其实这类改进作风方面的变
化，在平顶山市各机关都有所体
现。比如，近来全市各机关科室门
口都挂上了工作人员状态牌，每位
工作人员的姓名、职务、在岗还是
出差请假，上面都标注得清清楚
楚，群众办事找人非常方便。

当地不少干部群众认为，这些
变化来自平顶山市委整治“四风”
方面的“十一种病”。

党的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开展以来，平顶山市委以查
找问题开局亮相，敞开门征求意
见。在前不久召开的专题征求意
见座谈会上，与会的干部群众直陈
意见，一针见血。市统计局副局长
党玉东一口气列举了一些干部身
上存在的六种不良表现：“务虚不
务实、走口不走心、浮上不沉下、标
新不创新、承当不担当、找乐不找
活”，听得一些领导干部脸红心跳。

平顶山市委形象地给“四风”
的各种病征画像、刨根，归纳出十
一种病态表现。如，学习不刻苦、
精神缺钙的“软骨病”，宗旨意识淡
薄、脱离群众的“冷漠病”，好逸恶
劳、贪图享受的“玩乐病”，追求奢

华、盲目攀比的“红眼病”，等等。
平顶山市委认为，这“十一种

病”既有全国性的“流行病”，也有
平顶山市的“地方病”。为此，他们
对症下药，及时开出了“五查五治”
的“药方”：查工作纪律，坚决治理

“松、散、懒”行为；查发展意识，坚
决治理“僵、怠、浮”行为；查责任落
实，坚决治理“假、诿、慢”行为；查
服务质量，坚决治理“冷、硬、痞”
行为；查廉洁自律，坚决治理“奢、
贪、腐”行为。

该市一位机关干部告诉记者，
近日，市里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些
治理“四风”的措施。如，全市最大
限度优化审批流程，精简整合审批
环节，缩短承诺时限。目前，在市
审批大厅办理的事项，3 天内均能
办完，平均办理时间较去年压缩
10%。他们还强力推进更多的国有
产权交易项目统一进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交易，着力清除市场壁垒，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与 此 同 时 ，以“ 强 发 展 、惠 民
生、当楷模”、“强责任、提效能、做
表率”、“强纪律、优服务、争标兵”
等为主旨的活动，也在全市党员干
部和各级机关、基层党组织中展
开。

“这些还仅仅是一个开始。我
们要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以‘五查五治’为抓手，
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
查、大清理、大扫除。”平顶山市委
书记陈建生说。③9

本报讯（记者阙爱民）为迎接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今年汛后正式通
水和一库清水即将千里北送，南阳
市抓住全国两会召开机遇，加大宣
传推介力度，充分宣传展示全市人
民为服务保障南水北调工程所作出
的牺牲奉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今年两会开幕前的 3 月 1 日，
以宣传南水北调为主要内容的南
阳宣传片开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大屏幕以头条的形式正式播放，此
举开创了天安门广场大屏幕为地
市一级单独播放宣传片的先河，为
叫响南阳渠首水源地品牌，服务保
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汛后如期通
水起到了积极作用。

3 月 6 日，全国两会召开期间，
人民日报大篇幅推出《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水源地——南阳欢迎您》专
题宣传。该专题宣传图文并茂，生
动地宣传展示了南阳在服务保障
南水北调工程中所作出的积极努
力和无私奉献，对南阳的人文历

史、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加快
转型升级，建设大美南阳、活力南
阳、幸福南阳的巨大变化和显著成
就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宣传报道。
同时，全国人大代表、南阳市委书
记穆为民，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作
家二月河等也利用参加全国两会
的机会，主动接受媒体采访，积极
宣传南水北调和南阳发展。

一系列以南水北调为主要内
容的宣传推介，在全国上下引起广
泛关注，增强了南阳广大干部群众
进一步服务保障好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加快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
决心和信心，树立了南阳和河南的
良好形象。一系列宣传推介也为
南阳市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增添了新
的动力，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
示，要扎扎实实做好中线通水前的
各项扫尾工作，坚持不懈加强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快经济社会转
型升级跨越发展。③9

本报北京电 （记者刘 洋）“离
家千里之外能听到家乡戏，还是一
帮年轻人唱的大戏，豫剧大有希
望。”3 月 8 日，已经在京务工 20 年
的王开福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欣赏
完由河南豫剧院青年团排演的《穆
桂英挂帅》后，很是激动。

与他一起欣赏这部大戏的还
有 700 多名观众，长安大戏院的售
票处也早早挂出了“今日无票”的
牌子。新版《穆桂英挂帅》刚刚登
上舞台不到 3 个月的时间，该剧延
续了戏曲界“以老带新”的优秀传
统，穆桂英一角由马金凤大师的得
意弟子、洛阳豫剧院副院长关美利
担纲，主要演员均由河南豫剧院青
年团演员饰演，河南豫剧院院长李
树建、河南豫剧院党委书记汪荃珍
在剧中甘当绿叶，分别饰演寇准和

佘太君。主创人员还在 93 岁的马
金凤大师的鼓励下，对剧本、唱腔、
舞台设计等多方面进行了大胆创
新。

全新编排的《穆桂英挂帅》，让
很多观众表示眼前一亮。68 岁的
戏迷何钟鲁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
说：“20多年前，我看过马金凤版本
的《穆桂英挂帅》。新版《穆桂英挂
帅》在剧情方面进行了合理化改
编，年轻人演得很有底气，贵气十
足。”专程从河北邯郸赶到北京看
戏的豫苑春戏迷俱乐部成员王伟
表示，豫剧中加入了多媒体大屏
幕，有一种看电影大片的感觉，很
新鲜。

据悉，此次《穆桂英挂帅》3月 7
日、8 日分别在长安大戏院演出两
场。③9

平顶山厘清“十一种病”

“五查五治”治理“四风”顽疾

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迎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今年汛后建成通水

南阳抓住机遇展示自我引人瞩目

青春版《穆桂英挂帅》“出征”京城

●受春节因素影响，2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2511.8亿美元，同
比下降 4.8％；当月出现贸易逆差 229.8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进
入3月份后，我国出口规模或将逐步恢复常态。

●记者 3月 8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为减轻纳税人不必要的
负担，税务总局于近日先后两批取消20项入户执法项目。

●德国总统高克 3月 7日在其访问希腊的最后一天，为二战中
德国纳粹的罪行道歉，希望以此减缓近年来希腊国内因债务危机和
救助问题而产生的反德情绪。

●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导弹驱逐舰3月7日下午穿越土耳其最
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前往黑海，美俄在乌克兰克里
米亚问题上的博弈进一步升级。 （均据新华社电）

简明新闻

■她们的节日 她们的风采

3 月 6 日，新蔡县成龙双语学校的学生们在“三
八”妇女节来临之际，把一篮小红花送给老师，表达
对老师的感恩与感谢。⑤3 赵学风 摄

3月6日，河南能源鹤煤公司寺湾矿开展迎“三八”
井口献爱心活动，女安全协管员们自发为工友们缝
补衣服。⑤1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3月 8日，兰考县谷营镇袁寨村年近 80岁的邵秀兰和村里的老姊妹
到焦裕禄当年种植的“焦桐”前缅怀老书记。每年“三八”妇女节，她们
都会结伴前来查看这棵“焦桐”的长势。⑤3 陈更生 李躬亿 摄

越南政府 8日晚在一份声明中说，越
南空军飞机在越南最南端附近海域发现两
处“疑似”油带，但暂无法证实那些油来自
失联客机。

越南交通运输部官员说，油带发现于
当地时间 17 时 30 分（北京时间 18 时 30

分），一处距离土珠岛 150公里，另一处距
离金瓯角 190公里。两处油带大约 15至
20公里长，平行漂浮，相距大约500米。

马来西亚方面 8日晚表示，对MH370
航班失联时所对应海域的空中搜寻在夜幕
降临后暂停，但海上搜寻将彻夜继续。马

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希沙姆丁说，马方“正
尽自己一切所能确认客机的位置，尽可能
确认每一个可能的地方都搜寻到”。

在回答媒体有关客机失联的原因时，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说：“我们正考虑所有
可能性，但眼下推断原因为时尚早。”

马航失联客机
牵动亿万国人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航班3月8日凌晨与外界失去联系，

航班载有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成员，其中包括153名中国大陆乘客和1名台湾乘

客。目前，有关各方已全力开展搜救行动，截至发稿时，尚未发现失联飞机踪迹。

北京时间 3月 8日 0时 41分，马来西
亚航空公司 MH370 次航班从吉隆坡出
发，原定于 6 时 30 分抵达北京。1 时 20
分，飞机在越南胡志明管制区同管制部
门失去通讯联络，同时失去雷达信号。
据悉，客机载有 227 名乘客和 12 名机组
人员，其中中国乘客 154 人（包括 153 名

大陆乘客和 1名台湾乘客），其他乘客来
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法
国、美国等多个国家。

马 来 西 亚 民 航 部 门 负 责 人 说 ，
MH370次航班最后一次被雷达检测到的
位置是在马来西亚瓜拉丁加奴市以北约
135 公里处。失去联系前，飞机飞行在

3.5 万英尺（10670 米）的高空，飞行员并
没有报告异常，也未发出求救信号。

截至记者发稿，马来西亚当局尚未
确认 MH370次航班失事，也没有发现飞
机残骸的迹象。越南国家搜救中心推
测，客机可能坠落在马来西亚和越南重
叠海域。

马航在北京丽都维景酒店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称，失联客机机长 53 岁，马
来西亚籍，飞行时长为 18365小时，1981
年加入马航；副驾驶 27岁，马来西亚籍，
飞行时长 2763小时，2007年加入马航。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8日晚就马航
客机失联向中方表示歉意，向中国乘客

亲属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表示马方将
全力开展搜救，并派工作组来华协助处
理相关事宜。纳吉布说，马来西亚海军
正在飞机失联地点附近海域搜索，并在
不断扩大搜索范围。马方已派出 15 架
飞机前往搜索，美国和新加坡也表示愿
意派遣飞机参与搜索。马来西亚代理交

通部长希沙姆丁说，目前参与联合搜救
的国家有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越南及菲律宾。

中国民航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民
航接到了越南民航方面有关MH370失去
联系航班有关情况，越南、马来西亚、新加
坡三方联合在越南土珠岛以南搜救。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 8日中午遵照
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有关指示，紧急
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全力做好各
方面应急处置。首先要求有关国家全力
搜救并妥善处理与中国乘客相关的工
作，同时派出船只和飞机赴相关区域协
助搜救，请求过往船只实施救援，尽早核

实机上人员情况，做好乘客家属安抚工
作，及时向公众通报有关工作进展。

外交部、公安部、民政部、交通部、商
务部、卫生计生委、海关总署、质检总局、
国家旅游局、海洋局、民航局、国务院新
闻办等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参加会议。

外交部副部长谢杭生随后紧急约见

马来西亚驻华临时代办塔尔曼和越南驻
华大使阮文诗。谢杭生表示，中方高度
关注客机和机上乘客安危，将全力协助
开展搜救工作，希望马方和越方尽一切
努力搜救，第一时间向中方和乘客家属
通报有关情况，并为可能的应急处置和
善后工作提供最大方便。

未曾发出求救信号

客机搜寻工作展开

中方全力应急处置

越方发现两处油带

机上有154名中国乘客 多国联合搜救已经展开

3 月 8 日，失联客机乘客的亲友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等待消息。

3 月 8 日，菲律宾派出飞机搜救
失联客机。（本栏文图均据新华社）

3月 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执行总裁艾哈迈德·叶海亚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附近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失联客机有关情况。

3月8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工作
人员书写通知航班旅客家属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