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加德满都 2月 24日电 尼
泊尔文化、旅游和民航部长波卡雷尔 24 日
确认，当天上午在尼西北部山区失联的小
型客机已经坠毁。机上 23 人生还希望渺
茫。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方面消息，乘
客中有一名中国人。

波卡雷尔说，飞机坠毁地点位于距离
首都加德满都 180 多公里的苗地县丛林
中。

据最先赶到的救援人员介绍，飞机坠
毁在一个非常陡峭的山坡上，残骸散落在
周围，他们到达时飞机残骸仍在燃烧。据
尼民航部说，救援人员在现场没有发现生
命迹象。

尼泊尔军方等已出动 3 架直升机前往
坠机地点进行搜救，但山区大雨阻碍了救
援行动。坠毁客机所属的尼泊尔塔拉航空
公司说，救援人员正在徒步前进，一旦天气

好转，将开展更大规模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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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当地时间早上 7 时 50 分（北京时间 10 时
5 分），从尼中部旅游城市博克拉起飞前往
北部山区佐莫索姆，不久后失去联系。

除 3 名机组成员外，机上有包括一名
中国人和一名科威特人在内的 18 名成人
和两名婴儿。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已确
认，乘客中的中国人为一名来自中国香港
的女性。

目前尚不清楚飞机失事原因。但当地
媒体报道说，飞机失事附近地区 22 日晚曾
发生山体滑坡，近日一直被浓雾和尘埃笼
罩。

因地形复杂、天气恶劣等原因，尼泊尔
飞机事故多发。2014 年 2 月 16 日，尼泊尔
航空公司一架小型飞机在尼北部偏僻山区
坠毁，机上 18 人全部遇难。

据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24 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动组建动力电
池创新平台、加快充电设施建设、扩大城
市公交等领域新能源汽车应用比例等一
系列政策措施，旨在进一步支持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培育经济新动能
的重要抓手、发展新经济的重要内容。从
会议释放内容看，国务院此番提出的政策
措施颇具现实针对性。据记者观察，从针
对问题看，这些政策措施在“补短板”“强
基础”“扩市场”“提品质”“引资金”等五个
方面打出“组合拳”。

首先是加快实现动力电池革命性突

破。会议提出，推动大中小企业、高校、科
研院所等组建协同攻关、开放共享的动力
电池创新平台，在关键材料、电池系统等
共性、基础技术研发上集中发力。中央财
政将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加大对动力电池
数字化制造成套装备的支持。

这是“补短板”之举。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表示，目前我国车用
动力电池与一些发达国家有相隔一代的
水平之差，对中国来说要逐步达到世界平
均水平，需要材料、装备、生产、市场等各
方协同发展。

二是“强基础”。会议提出要加快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明确地方政府、业主、开发

商、物业和电网企业等责权利，推动落实住
宅小区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机场景区
及其他社会停车场等建设充电设施的要求。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认为，当前既要
推进充电设施建设，加强技术研发，建立
方便、快捷的充电服务网络，也要加快电
池等核心零部件维修保养体系建设，探索
科学有效的商业运营模式，以适应新能源
汽车发展需要。

在“扩市场”方面，会议提出扩大城市
公交、出租车、环卫、物流等领域新能源汽
车应用比例，同时强调，中央国家机关、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的政府部门及公
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

车辆总量的比例，要提高到 50%以上。
另外，对于业内人士反映我国新能源

汽车品质不高的问题，会议给出“提品质”
之策：完善准入标准，加强质量安全监管，
发展新能源汽车+物联网，强化生产企业
对新能源汽车的安全监控、动态检查，建
立惩罚性赔偿和市场退出等机制。

此外，会议还提出要完善财政补贴等
扶持政策，督促落实不得对新能源汽车限
行限购的要求，破除地方保护，打击“骗
补”行为。在“引资金”方面，会议提出，建
立合理投资回报机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
充电设施建设运营、整车租赁、电池回收
利用等服务领域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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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新能源汽车迈向中高端

尼泊尔小型客机坠毁
载有 23人，乘客中有一名香港女性

2月24日，在尼泊尔博克拉机场，坠机乘客亲属听到坠毁消息后痛哭。新华社发

国家卫计委表示

2020年儿科医师要达到14万人以上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2月 24日电 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
副司长金生国 24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儿科医师紧
缺现状，将着力加强儿科人才培养，到 2020 年，力争使儿科
医师达到 14 万人以上，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师数达到
0.6 人以上。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儿童医院 99 所，设置儿科的医
疗机构共有 35，950 个。医疗机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
约为 11.8 万人，每千名 0～14 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
数为 0.53 人，存在较大缺口。

金生国介绍，针对目前儿科医师紧缺的现状，我国采取
了四项主要措施加强人才培养：一是加强儿科专业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二是卫生计生部门与教育部深化医教协同
改革；三是启动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四是加强儿科医务人员
针对性继续医学教育。

教育部高教司副巡视员宋毅介绍，为适应“全面两孩”政
策对儿科医生的迫切需求，教育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儿
科医学人才的培养。其中包括深化面向基层的全科医学人才
培养，进一步扩大儿科医学专业研究生招生规模，要求 38所
高水平的医学院校增加研究生儿科专业招生数量，力争到
2020年达到在校生1万人。根据卫生计生行业部门对儿童医
疗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教育部将儿科学专业化教育前移，力争
到 2020年每省（区、市）至少有 1所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层次
专业教育，促进院校教育与毕业后教育的有效衔接。

在山东威海南海新区德瑞博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工业机器人在进行焊接作业。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去
年 1 至 11月，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 27.92万辆，同比增长 4倍。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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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4 日电
树葬、海葬、深埋、格位存放……为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民政部等九
部门 24日联合发布《关于推行节地
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鼓励和引
导人们采用上述不占或少占土地、
少耗资源、少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的
方式安葬骨灰或遗体，使安葬活动
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据介绍，这是国家在殡葬领域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个专门性
文件。

民政部表示，将通过鼓励和引
导的方式，让群众逐步接受节地生态
安葬理念，支持和选择节地生态安葬
方式。如在火葬区，推广骨灰植树、
植花、植草和骨灰立体安葬等方式，
倡导选择节地型墓位和骨灰撒海、
撒散等不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在
土葬改革区，倡导选择节地型遗体
墓位以及遗体深埋、不留坟头或以树
代碑。同时，还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
俗，鼓励和支持选择具有民族地域特
色、符合节地生态要求的葬式葬法。

据新华社南昌 2 月 24 日电
记者 24 日从江西省教育厅获悉，
江西省将从今年起分步合并、减少
高考录取批次，逐步将本科第二批
与本科第三批合并为本科第二批
进行录取。

江西省政府日前印发《江西省
深 化 考 试 招 生 制 度 改 革 实 施 方
案》，明确了江西省全面推进高考
综合改革的路线图。

根据该方案，2017 年江西省
将全面推进高考综合改革，2020
年起，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
外语（分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

法语、西班牙语）3 科，不分文理
科。2017 年入学的高一新生（即
2020 年参加高考）将成为“新高
考”模式下的首批考生。

根据该方案，江西省将创造条
件分步合并、减少录取批次。2016
年起，合并文史、理工类本科第二、第
三批次，合称为本科第二批次；2018
年起，合并艺术、体育类第二、第三本
科批次；从2020年起，进一步减少录
取批次，优化平行志愿投档和录取办
法。在此基础上，探索学生多次选
择、被多所高校录取的可行性，增加
高校与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

据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2月
24 日，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党委宣传部和中央各主要新闻单
位，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准确把握讲
话的基本精神，迅速兴起学习宣传
贯彻讲话精神热潮，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努力开
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新局面。

通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和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的历史地位和重大作用，

充分肯定了新闻舆论战线取得的
显著成绩，深刻阐明了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的职责使命、目标任务和原
则要求，科学回答了事关新闻事业
长远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战
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
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新要求，具有里程碑意义。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宣传思
想战线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宣传
思想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大力
宣传、坚决贯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4 日电
记者 24 日从住建部网站了解到，
针对不少网友对“推广街区制，逐
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发表
的看法，住建部做出回应，希望要
正确理解“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
位大院”。

住建部认为，街区制是对世界
城市规划经验的总结，也是发达国
家通行的做法；封闭小区和单位大
院确实存在问题，主要是它影响了
路网的布局，形成了“丁字路”“断头
路”，是造成交通拥堵的重要原因之
一，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出行。

住建部网站称，在理解和落实
过程中，要认真全面理解好“逐步”
两个字。“逐步”就是要有计划，要
有轻重缓急，并不是“一刀切”，也
不是“一哄而起”，更不能简单地理
解为“拆围墙”。

住建部指出，具体实施中还要
制定细则，在制定办法过程中，肯定
要听取市民意见。“要实施逐步打开
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的城市，都会
考虑到各种实际情况，考虑到各种
利益关系，依法依规处理好各种利
益关系和居民的诉求，切实保障居
民的合法权益。”住建部网站称。

中宣部通知要求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开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新局面

住建部回应“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

不能简单理解为“拆围墙”

九部门联合推生态安葬

江西合并高考录取批次

2月 24日，船舶行驶在长江三峡水域。随着气温升高，长江三峡两
岸油菜花和山花竞相开放，春色沁润三峡两岸。 新华社发

春到三峡

2月 24日，在比利时靠近与法国边境的阿丁凯尔克小镇，比利时警
方拦截卡车进行检查。因担心难民涌入比利时境内，比利时政府 23日
晚间宣布临时性加强比法边境的检查措施。 新华社发

比利时重启边境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