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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到多云，偏东风
3~4级，0℃~11℃。

12月5日，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
中国共产党党旗。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12月5日，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在北京火化。这是习近平向江泽民同志
的夫人王冶坪和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12月5日，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在北京火化。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胡锦涛等到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为江泽民同志送别。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12月5日，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在北京火化。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
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胡锦涛等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为
江泽民同志送别，护送江泽民同志的遗体上灵车。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习 近 平 等 党 和 国 家 领 导 同 志 到 医 院
为江泽民同志送别并护送遗体到八宝山火化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岐山
等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为江泽民同志送别，并护送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到
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胡锦涛也前往医院为江泽民同志送别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到八宝山，首都各界群众纷纷来到沿途道路两旁，送别敬爱
的江泽民同志，表达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哀思

新华社北京 12月 5日电 我
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
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
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主要创立者江泽民同志的遗体 5
日在北京火化。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李强、赵乐际、王沪
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王
岐山等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为江泽民同志送别，并护送江泽
民同志的遗体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火化。胡锦涛也前往医院为江泽
民同志送别。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告别
室庄严肃穆。洁白的花朵、黑色的
挽幛，寄托着人们深深的哀思。告
别室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横幅，
上面写着：“江泽民同志永垂不
朽”，横幅下方正中是江泽民同志
的大幅彩色遗像。江泽民同志的
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
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4
名礼兵持枪肃立，守护在两旁。江
泽民同志遗体前摆放着江泽民同
志的夫人王冶坪率全家敬献的花
篮，花篮的缎带上写着：“你永远
活在我们心中”。告别室内摆放着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
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
丁薛祥、李希、王岐山、胡锦涛和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
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各人民团体、
首都各界群众敬献的花圈。

上午 10时，在低回的哀乐声
中，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
丁薛祥、李希、王岐山、胡锦涛等，
胸佩白花、臂戴黑纱缓步来到告别
室，在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前肃立。
习近平等向江泽民同志的遗体三
鞠躬，表达对江泽民同志的崇高敬
意和深切缅怀。随后，习近平等向

江泽民同志的夫人王冶坪和亲属
表示深切慰问。

10时20分，8名礼兵荷灵，伴
着哀乐缓缓走出告别室。习近平等
护送江泽民同志的遗体上灵车。

10时30分，在习近平等党和
国家领导同志，治丧委员会办公
室成员和江泽民同志亲属的护送
下，灵车徐徐驶向八宝山革命公
墓。当灵车启动时，在场送别的同
志悲痛肃立，向江泽民同志的灵
车行注目礼。

长街肃穆，万众同悲。从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到八宝山，首
都各界群众纷纷来到沿途道路两
旁，送别敬爱的江泽民同志，表达

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哀思。
上午10时50分，灵车驶进八

宝山革命公墓。在大礼堂，习近平
等和江泽民同志亲属向江泽民同
志作最后的诀别。

今天到医院为江泽民同志送
别的还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
委会、国务院、国家监委、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
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老同志，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主
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江泽民同志生前友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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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年
内第二次降准 12月 5日正式落
地，释放长期资金约 5000亿元。
这有助于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落
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巩固
经济回稳向上基础。

11月 2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
布，决定于2022年12月5日降低
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
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

率的金融机构）。这是年内第二
次降准，今年首次降准已在4月落
地。两次降准共降低金融机构存
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长
期资金超万亿元，金融机构加权
平均存款准备金率降至约7.8%。

“四季度经济在全年中分量
最重，是巩固经济回稳向上的关
键时点，需要货币政策发力稳增
长，提振信心。”中国民生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通过降准

释放中长期流动性，有助于金融
机构增加长期稳定资金来源，增
强资金配置能力，支持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行业和中小微企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
前表示，为稳增长和稳就业，稳
健的货币政策及时加大了实施
力度。在总量上，近期人民银行
降准25个基点，引导市场利率有
所下降。同时，人民银行还运用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持续加强

对“三农”、小微企业、民营企业
和绿色发展的支持。

“降准落地后，一方面会增
加金融机构长期稳定资金来源、
增强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另一方
面会降低银行资金成本。”东方
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
此次降准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
本每年约56亿元，通过金融机构
传导可促进降低实体经济综合
融资成本。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毛宁5日表示，美欧合
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更不应拿中
国说事，挑动对抗。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美国国务院网站消息，2日，美
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同欧盟对外
行动署秘书长萨尼诺举行第四轮
美欧中国问题高层对话，在一些
问题上对中国发表不实指责。发

言人对此有何回应？
“中方坚决反对美欧干涉中

国内政、对中方进行污蔑抹黑。”毛
宁说。

她说，美欧强调维护《联合国
宪章》中心地位，但正是美国和一
些欧洲国家无视《联合国宪章》明
确规定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
干涉内政等原则，以“人权”为借口
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对伊拉克、叙

利亚等主权国家大打出手。
毛宁说，说到“经济胁迫”，美

国公然胁迫其他国家不得使用中
国企业设备，不得同中方开展合
作，才是经济胁迫；美国推出《芯片
与科学法》，联合盟友对中国搞经
济霸凌，强制推动“脱钩断链”，才
是经济胁迫；美国以《通胀削减法》
迫使欧洲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美
国，才是经济胁迫。

“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
员，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
的维护者，这一点国际社会有目
共睹。”毛宁说。

“美欧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
更不应拿中国说事，挑动对抗。”她
说，美欧都是国际重要力量，应当
本着负责任态度多做有利于世界
稳定与繁荣的事情。

年内第二次降准落地
释放长期资金约5000亿元

外交部发言人：

美欧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 更不应拿中国说事挑动对抗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神
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12月
4日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随
舱下行的空间站第三批空间科
学实验样品在着陆场交付载人
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并于 5
日凌晨返回北京，顺利运抵中科
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返
回的样品包括3个生物样品冷包
和 1个无容器样品袋，3个生物
样品冷包装载的是水稻和拟南
芥的实验样品，无容器样品袋中
为4盒无容器材料实验样品。

其中，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经
历了 120天的空间培育生长，完
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发育全
过程，是国际上首次在轨获得水
稻种子。科学家将对返回样品
进行分子生物学、细胞学和代谢
等相关分析，解析空间微重力对
于拟南芥和水稻作用的规律和
分子基础，为进一步创制适应空
间环境的作物和开发利用空间
微重力环境资源提供理论依据。

天和核心舱部署的无容器
材料实验柜是国内首个、国际上
第二台在轨成功运行的同类实
验设施，主要用于实现材料在无
容器状态下从熔融到冷却凝固
的过程，供科研人员收集物性参
数进行研究；与此同时，用于特
殊材料在轨生长，缩短新材料从

实验室走向应用的时间。
截至目前，无容器材料实验

柜已实现在轨稳定运行 590 余
天，顺利完成了 7盒材料样品在
轨实验，成功加热样品73颗。通

过长期在轨实验，空间应用系统
突破并掌握了一系列关键技术，
获取了大量重要的科学数据，揭
示了一批空间实验新现象。

后续，科学家将继续加快开

展新型金属合金深过冷凝固过
程研究和热物性参数测量，以获
得地面高性能制备工艺关键条
件，指导地面新材料制备。

中国空间站第三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顺利返回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国
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11月27
日以来，全国快递日均业务量连
续稳步上涨，特别是12月2日至
4日，连续三天日均超 3亿件，实
现迅速反弹。

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从部分快递网点暂停运营、
快件积压，到迅速反弹、复苏提
速，邮政管理部门推进保通保畅
工作，出台系列政策，持续跟踪
调度，分级分类分区推进，有效

推动解决了多地干线不畅、末端
梗阻等问题。

在新疆乌鲁木齐，邮政、顺
丰、京东、德邦、韵达、极兔、菜鸟
等企业的省级分拨中心已正常
运转，加班加点处理分拨中心滚
存邮件快件，超 271处快递网点
恢复运营，日均投递邮件快件超
8万件；在内蒙古呼和浩特，9个
省级邮政快递分拨中心全部恢
复运行，超 245个邮政快递网点
恢复营业，超3300余名邮政快递

从业人员陆续返岗，将积压的
160余万件快件处理完毕；在西
藏拉萨、广东广州、河南郑州、重
庆、北京等地，除部分未解封高
风险区域仍无法派送快件外，主
要品牌寄递企业的营业网点已
陆续恢复正常运转，运力正在逐
步恢复。

寄递企业也积极加大基础
能力建设，提升服务能力，满足
商家和消费者的不同寄递需
求。顺丰开通了“杭州—安克雷

奇—纽约”国际货运航线，进一
步拓宽杭州至北美的航空物流
渠道，稳定国际物流供应链；圆
通速递贵州智创园全面启用，引
进 7套自动化快递分拣设备，单
日处理量达 250万件，提高了贵
州及西南地区的物流运输效率。

当前，快递业仍处于旺季，
在即将到来的“双 12”和年货节
等促销活动的推动下，快递业务
量有望持续增长。

12月5日，在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生物实验室，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郑慧琼研究员处
理从太空归来的水稻样品。随着圆满完成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的3位航天员平安归来，经历了120
天全生命周期的水稻和拟南芥种子，也一起搭乘飞船返回舱从太空归来，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
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

全国快递日均业务量复苏提速 重回3亿件以上

新华社北京12月 5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 5 日称，根据
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自 2022 年 12 月 5 日 24 时
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
别降低440元和425元。

这是11月21日以来我国连
续第二次下调汽油、柴油价格。
此次调价折合每升下调超 0.3
元。本轮油价下调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车辆出行成本，按私家车
50升的油箱容量估测，调价后加
满一箱油将少花10余元。同时，
物流运输成本也将降低。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多
重因素影响下国际油价大幅下
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
中心预计，全球原油供应仍然较
为脆弱，不确定因素较多，短期
内国际油价可能震荡加剧。

新华社北京12月 5日电
《参考消息》5 日登载英国《经
济学人》周刊网站报道《美国的
绿色补贴在欧洲引起麻烦》。
文章摘要如下：

多年来，欧洲要求世界在
减少碳排放方面追随它的脚
步。今年 8 月，美国联邦政府
终于听从建议：美国总统拜登
签署大规模绿色补贴一揽子计
划。但这项《通胀削减法案》不
仅没有让欧洲高兴，反而引起
一场跨大西洋的争吵。

欧盟主要不满在于，《通胀
削减法案》涉及的大量资金指
定用于在美国（或其近邻加拿
大和墨西哥）生产商品的公司。

这违背本应约束世界贸易
组织所有成员的自由贸易原
则。美国人理解欧洲的失望，
但毫无歉意。世贸准则遭到公
然无视总会让欧洲不满。在一
段时间内，欧洲准备视而不见，
觉得为让美国更大力地削减碳
排放，违反一点规则是可以接
受的代价。但欧洲的耐心现在
已经耗尽。

欧洲仍然希望美国会弱化
《通胀削减法案》的保护主义成
分。但是，除了表面上的改变，
似乎不大可能发生任何实质变
化。这将使欧洲不得不作出反
应。看来没有哪种选择是好
的，每种选择都会以不同的方
式分裂欧盟。

第一种可能的方法是把美
国告到世贸组织，寄希望于世
贸裁决其新的补贴非法。这样
的争吵漫长、乏味而没有回报。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建议欧
洲采取第二种可能的办法：推
出自己的大规模补贴计划来应
对《通胀削减法案》。这确实会
使竞争环境变得公平——如果
欧洲负担得起。

第三种选择是模仿美国的
补贴，但由欧盟提供资金。一
些人希望重新评估“下一代欧
盟”计划。这项基金由联合借
贷筹集，将主要由富裕国家偿
还，但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支
出。仅仅是谈论这样的计划就
使欧洲最古老的裂痕重新出
现。

如果欧盟自己还没有制定
出类似的政策，欧洲对美国保
护主义的怨言就会更大。

汽油、柴油价格
下调

英媒：

美国的绿色补贴
在欧洲引起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