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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正
式宣布袁截至 3 月 27 日 24 时袁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超过 1 亿剂次遥 国家卫健委官网也第一时间发布各

地累计接种最新数据为 10241.7 万剂次遥自 3 月 24 日我国
启动新冠疫苗接种野日报制冶以来袁每日新增接种均超 300
万剂次遥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袁根据国际疫情形势
以及传染病防控的经验总结袁加快疫苗接种袁是当前有力
的防控手段遥 我国正在安全尧有序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种遥
国家卫健委已经向部分省份派出工作组袁支持和指导当地
开展疫苗接种工作遥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袁国家卫
健委已组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制定出台了叶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曳袁 供预防接种单位在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过程中遵守遥

针对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2 剂接种间隔问题袁叶指南曳明
确袁 建议 2 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大于等于 3 周袁 第 2 剂在 8
周内尽早完成接种遥 关于不同疫苗产品能否替换的问题袁
叶指南曳建议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袁如遇疫苗受种者
异地接种等特殊情况袁 无法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

时袁 可采用相同种类的其他生产单位的疫苗产品完成接
种遥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在发布会上表示袁下
一步将继续做好重点地区尧重点人群的接种工作袁一方面
拓展接种服务能力袁优化疫苗配送流程袁提高流转和运输
效率袁科学安排疫苗周转数量袁不得积压库存袁通过多种方
式增加接种点和接种台数量袁满足群众接种需求曰另一方
面将加强部门联动袁协调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加强疫苗保障
供应遥

野根据国家的总体部署和安排袁各地按照应接尽接尧梯
次推进尧突出重点尧保障安全的原则袁做好重点地区和重点
行业人群的接种工作袁集中力量在疫情发生风险高的大中
型城市尧口岸城市尧边境地区开展接种遥 冶吴良有介绍袁将先
期安排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尧 高等院校学生及教职工尧大
型商超服务人员等人群接种疫苗袁稳步推进 60 岁以上尧慢
性病等人群接种袁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遥 渊源自新华社冤

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超过 1亿剂次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院2020 年人民

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满意度达 98.4%袁较上一
年上升 1.02 个百分点曰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
示院2020 年全国八类主要刑事案件数量下
降 8.7%遥 这野一升一降冶的成绩单袁既反映出
社会治安环境的显著改善袁 也折射出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丰硕成果遥

2018 年 1 月袁 中共中央尧 国务院发出
叶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曳遥 3 年
来袁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袁 各地区各部门科学谋划尧 精心组
织尧周密实施袁打赢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
坚战袁 保障了人民安居乐业尧 社会安定有
序尧国家长治久安袁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
基础遥

老百姓痛恨什么尧厌恶什么袁就打击什
么尧铲除什么遥 3 年来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
击锋芒始终对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
黑恶势力遥 云南孙小果案尧湖南新晃野操场
埋尸案冶尧海南昌江黄鸿发家族涉黑案噎噎
不论时间跨度多长尧不论案情有多复杂尧不
论背后野保护伞冶层级多高尧野关系网冶多密袁
都要让黑恶势力受到依法严惩遥

为确保健康发展袁专项斗争打出了野组
合拳冶院督导督办袁党中央先后组织三轮中
央扫黑除恶督导袁对 31 个省渊区尧市冤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全覆盖袁 推动被督导
地方认真整改尧逐一销账袁将督导成果转化
为专项斗争实效曰依法办案袁各政法机关做
到依法依规尧宽严有据尧罚当其罪袁努力把
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的铁案曰野打伞破网冶袁把专项斗争作为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战场袁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袁全国
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野保护伞冶累计 8.97 万起曰
行业治理袁各地区各部门对金融放贷尧工程建设等十大行业领
域开展专项整治袁从法律尧政策尧制度等层面形成源头治理尧系
统治理的长效机制袁 将专项斗争成果不断转化为行业治理新
动能遥

专项斗争中袁各地区各部门坚持边打边治边建袁加强基层
组织建设袁通过不断健全自治尧法治尧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
体系袁提升对涉黑涉恶问题的野免疫力冶袁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
壤遥 全国共打掉农村涉恶犯罪集团 4095 个袁野村霸冶问题得到
全面惩治曰全国共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12 万个袁农村
基层组织明显优化袁党的执政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遥

扫黑除恶袁为了群众袁依靠群众遥 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深
入参与袁 正是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人民战争的力量源
泉遥 据国家统计局 2020 年下半年对 31 个省渊区尧市冤的民意调
查显示袁95.72%的群众对专项斗争成效表示野满意冶或野比较满
意冶遥

野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圆满收官袁扫出耶城乡更安宁尧群
众更安乐爷的朗朗乾坤袁也为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奠定了坚实
基础遥 冶全国扫黑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袁接下来要继续按照党中
央部署袁以有黑必扫尧除恶务尽的坚定决心和顽强定力袁深入
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尧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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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船尧箱尧货袁全都在错误的地
方浴 冶最近几天袁全球供应链上每
个环节的从业者都发出类似感
叹遥

一艘长约 400 米尧 悬挂巴拿
马国旗的重型集装箱货轮当地时
间 3 月 23 日起堵在苏伊士运河
航道袁 其后等待通行的船只目前
已超过 300 艘遥 作为世界最重要
的海运通道之一袁 苏伊士运河堵
塞让全球供应链野如鲠在喉冶遥

苏伊士运河堵塞会让世界经
济有多痛钥 这取决于运河疏通工
作进度袁 更取决于全球供应链在
新冠疫情冲击下的脆弱程度遥

救援团队在社交媒体上创建
账号野苏伊士运河挖掘者冶遥 账号简介说院野尽最
大努力袁但无法保证什么遥 冶这反映了目前挖掘
疏通工作仍充满不确定性袁甚至寄希望于潮水
涨到一定高度以托起搁浅货轮遥

数据显示袁全球海运物流中袁约 15%的货船
要经过苏伊士运河遥 丹麦野海运情报冶咨询公司
首席执行官拉尔斯窑延森表示袁每天约有 30 艘
重型货船通过苏伊士运河袁堵塞一天就意味着
5.5 万个集装箱延迟交付遥 德国保险巨头安联
集团估算袁苏伊士运河堵塞或令全球贸易每周
损失 60 亿美元至 100 亿美元遥

苏伊士运河管理方表示袁货船可以自行选
择等待还是绕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遥 不过袁目
前没有船只选择绕行遥 等待袁不确定何时能通
行袁每天都要付出额外成本曰但绕行则意味着
要付出数周的额外航程及连带成本遥

由于对苏伊士运河海运渠道依赖度较高袁
欧洲市场已明显感受到物流受阻带来的不便遥
多家欧洲家居尧家电零售商均表示有货物堵在
运河中袁将导致延迟交付遥 一旦情况迟迟得不
到缓解袁可能导致物价上涨遥

不仅零售业野痛冶袁制造业也一样遥 国际评
级机构穆迪分析袁由于欧洲制造业特别是汽车
零件供应商袁一直奉行野准时制库存管理冶以最
大化资本效率袁不会大量囤积原材料遥 在这种
情况下袁物流一旦受阻袁可能导致生产中断遥

疫情冲击下袁零售业尧制造业原本就是损
失较大的行业遥 随着经济逐步恢复袁这些行业
刚刚有所恢复袁特别是消费者疫情居家期间有

改善生活条件的需求袁给零售业带来野曙光冶袁但
运河堵塞让零售商一时野无米下锅冶遥

不仅如此袁如果堵塞延续袁大量货船无法周
转袁必将导致海运费率提高袁增加全球贸易成
本袁导致连锁反应遥 去年下半年以来袁国际海运
市场受集装箱短缺尧贸易复苏等因素影响袁运力
本已经十分紧张袁海运价格已处于高位遥 苏伊
士运河堵塞无异于向海运市场野伤口上撒盐冶遥

与此同时袁运输延误也将产生大量保险赔
付请求袁 让从事海运保险的金融机构承压袁或
将引发再保险等领域动荡遥

另外袁也有市场人士担心国际原油及其他
大宗商品价格会因苏伊士运河堵塞暴涨遥 最近
几天袁 国际油价显著上涨遥 纽约商品交易所 5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和 5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
特原油期货价格均已超过每桶 60 美元遥

不过袁业内人士表示袁市场担忧供应链的情
绪加剧袁导致油价上涨袁但欧洲多国为应对新一
轮疫情收紧防控措施仍会抑制原油需求袁再加
上美国等产油国运输渠道未受影响袁国际油价
上行空间有限遥

有专家表示袁苏伊士运河堵塞让本就受疫
情严重冲击的全球贸易 野雪上加霜冶遥 与此同
时袁这起事件也给全球贸易野提醒冶袁不能过分
依赖海运袁不要野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冶袁要
推动类似中欧班列等陆上物流体系建设遥另外袁
运河堵塞造成物流缺位袁可能导致制造业改变
目前原材料库存体系袁增加野存货冶以避免类似
情况再次发生遥 渊源自新华社冤

苏伊士运河堵塞会让世界经济有多痛？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袁4 月 10 日零时起袁全国铁路实行新的

列车运行图遥 新图主动适应客货需求逐渐旺盛的实际袁精准供给
运输产品袁大幅压缩部分城市间旅行时间袁增开跨局大宗货物直
达列车袁扩充陆海新通道班列规模袁提升客货运输服务品质遥

今年京哈尧徐连高铁等新线的开通袁进一步完善了高铁网遥
新图保留徐州东至连云港间 7 对动车组列车袁 将 8 对经徐盐高
铁至连云港方向的跨线直通动车组列车改经徐连高铁运行袁部
分城市间旅行时间大幅压缩遥

厦深高铁将按时速 250 公里运行袁 增开深圳至厦门快线列
车 7 对袁两地间最快 2 小时 30 分可达袁压缩 43 分钟遥 同时在潮
汕地区至深圳尧 广州间安排开行高品质跨线城际列车 3 对遥 厦
深尧南广高铁同步推出计次票等灵活便捷尧经济实惠的新型票制
产品遥

记者注意到袁4 月 10 日调图还将加强基本运行图执行情况
的动态分析袁及时增加热门方向运力袁组织开行红色旅游列车袁
按野一日一图冶优化客车开行方案遥 首次开行延安至成都东动车
组列车袁增开铜仁至成都东尧重庆西尧昆明南动车组列车袁更好地
满足市场需求遥

充分利用高铁成网后大量释放的普铁运输能力袁 结合承接
野公转铁冶运量和防汛需要袁优化调整普铁客货列车开行结构袁安
排开行跨局大宗货物直达列车 294 列袁增开唐呼尧浩吉尧瓦日等
煤运大通道货物列车 200 余列袁为野碳达峰尧碳中和冶多作贡献遥
同时袁 进一步优化中欧班列开行方案袁 扩充陆海新通道班列规
模袁提升班列开行质量效益袁保障国际供应链稳定畅通遥

铁路部门提示袁调图后旅客列车尧货物列车开行相关服务资
讯袁旅客尧货主朋友可在铁路 12306尧95306 网站尧客户端尧微信等
渠道查询袁或关注各地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尧各大火车站公
告袁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事宜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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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院 为助力构建法定数字货币协
同创新研究体系袁3 月 26 日袁 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正式
对外发布野法定数字货币创新研究开放课题渊2021 年度冤冶渊简
称开放课题冤遥

据悉袁 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牵头并组织实施开放课
题研究工作袁旨在构建法定数字货币协同创新研究体系袁促进
法定数字货币产业生态蓬勃发展遥 开放课题立足野创新性尧示
范性尧实用性冶袁鼓励协同创新袁聚合各方优势力量袁对数字人
民币的理论体系尧 前沿技术尧 应用和功能创新等进行开放研
究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我国鼓励对数字
人民币开放研究

由几百名古巴民众组成的车队 3 月 28 日在首都哈瓦那举行游行袁要求
美国结束对古巴近 60 年封锁遥

当天上午袁由汽车尧摩托车尧自行车等组成的车队袁沿着哈瓦那约 7 公里
长的海滨大道行进袁游行队伍高呼野反对封锁冶等口号遥游行活动在车队经过
位于海滨大道的美国驻古巴大使馆时达到高潮遥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活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袁 美国对古
封锁是不道德的尧 违反国际法袁 尤其在新冠疫情之下更凸显其种族灭绝性
质遥

野我们在此呼吁美国结束对古巴封锁遥 冶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第一书
记迪奥斯瓦尼窑阿科斯塔说遥 本次游行由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组织遥

游行者阿德里安窑孔戴表示袁 古巴青年将致力于国家的现在和未来发
展袁坚决反对美国封锁遥

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袁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遥 1961 年袁美古
断交遥次年袁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尧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遥 2015 年 7 月袁两国
恢复外交关系袁但美国并未全面解除对古封锁遥 2017 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袁
美国再次收紧对古政策遥 渊源自新华社冤

古巴民众游行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封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