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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1 月 10 日零时起袁 全国铁

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遥此次调
图后袁全国铁路客货列车开行总量
分别达到 5231 对尧10606 对遥 一周
后袁2022 年的春运大幕也将正式
开启袁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预计达
到 2.8 亿人次遥 张旭

绎据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发
布会所公布袁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
州门源回族自治县 6.9 级地震发生
后袁因灾受伤人数升至 9 人袁均为
避险不当所致遥截至目前袁8 人已出

院袁1 人留院观察遥 周盛盛赵玉和

绎据俄罗斯卫星网消息袁哈萨
克斯坦官方 1 月 9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袁在近日该国多地抗议演变为
暴力活动后袁 总计已有约 5800 人
被警方逮捕遥 环球网

绎在 10 日就职的新任荷兰财
政大臣卡格渊Sigrid Kaag冤当地时间
9 日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袁她的新冠
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遥她不得不远
程参加 1 月 10 日举行的荷兰新政
府就职仪式遥 陶冶

野汪汪队袁 汪汪队袁 我们马上就到
噎噎冶人气动画叶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曳将
于 1 月 14 日上映遥片中袁汪汪队的小狗狗
们将驾驶全新装备闪亮登场袁上天入地的
救援行动让人大开眼界遥

作为风靡全球的超人气儿童 IP袁叶汪汪
队立大功曳系列动画剧集自 2015 年引进国
内以来袁 陆续上线各大视频网站并取得超
高的点击率遥 叶汪汪队立大功曳这一 IP 在国
内早已结下观众缘袁野勇敢狗狗不怕困难冶

野没有困难的工作袁只有勇敢的狗狗冶等汪
汪队的经典口号已被中国网友广泛传播遥

在这部叶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曳中袁邪
恶且自私的海丁那市长想要毁掉冒险城袁
汪汪队需要动用自己的能力和团队合作
精神袁才能维护冒险城的和平遥

影片画面制作精良袁 狗狗的装备酷
炫袁体现了好莱坞的高制作水准遥 影片上
映时还将同步推出 2D 中文配音版袁降低
孩子们观影的门槛遥 袁云儿

由叶锦添执导袁万茜尧宋洋主演的话
剧叶倾城之恋曳袁1 月 6 日至今天在国家大
剧院歌剧院上演遥作为为数不多在大剧院
歌剧院上演的话剧袁叶倾城之恋曳 很受欢
迎袁可售座位几乎全部坐满遥 在票务网站
可以看到袁除了部分高价票外袁这几天该
剧的门票也几乎全部售罄遥

作为张爱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袁
原著叶倾城之恋曳本来就有大量拥趸袁又有
万茜尧 宋洋这样具有号召力的明星加盟袁
加上美学造诣独树一帜的叶锦添在幕后
坐镇袁担任总导演和视觉总监袁话剧叶倾城
之恋曳受到欢迎并不意外遥

故事在上海和香港两个城市发生袁每
到一地旋转舞台都被分为三个空间袁上海
的白家令人倍感压抑袁相比之下香港的空

间则多了一些亮度袁让二人的爱情有了更
大的生长空间遥

影像与舞台的结合是这部作品最大
的特点袁尤其是影像留给观众的印象更为
深刻遥 与时下舞台上常见的即时影像不
同袁叶倾城之恋曳的影像是事先拍摄制作电
影水准的影像遥

电影质感的黑白影像造成巨大的视
觉冲击袁抢了不少舞台的戏遥 在国家大剧
院歌剧院这样一个可容纳 2200 名观众的
大空间袁叶倾城之恋曳 舞台显得有些小了袁
舞台上的演员更小袁许多剧中精心设计的
细节袁精心营造的人物微妙的距离感都很
难让观众直接感受到遥对于位置靠后的观
众来说袁甚至无法看清台上的演员袁影像
则成为必不可少的补充遥 牛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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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JIN BAO

银1 月 8 日袁中国首条民营
控股高铁要要要杭台高铁 渊杭绍
台铁路冤开通运营遥 图为杭台高
铁首发列车到达杭州东站遥

王刚 摄

军人退役后除了转业尧自主择业外袁又多
了一种选择要要要逐月领取退役金遥 近日袁退役
军人事务部尧 中央组织部等 11 个部门联合印
发叶退役军人逐月领取退役金安置办法曳袁对退
役军人逐月领取退役金安置方式的适用条件尧
安置去向尧退役金发放及调整尧地区补助尧养老
医疗待遇等作出系统规范遥

根据 叶办法曳袁 退役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的袁由本人申请袁经审核批准后可以以逐月领

取退役金方式安置院大校以下军官担任军官满
16 年袁 担任军士和军官累计满 16 年袁 服役满
20 年或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尧特招入伍军官晋升
渊授予冤少校以上军衔后达龄退役曰军士退役时
需符合担任军士满 16 年袁服役满 18 年或晋升
渊授予冤 四级军士长以上军衔后在本衔级服役
满 6 年且服役累计满 14 年遥

退役金如何确定钥 退役金计发基数依据
叶办法曳出台当年军人工资尧全国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袁综合考虑军官尧军士队伍建设
和退役军人安置实际确定遥 2021 年退役军官退
役金计发基数在 10500 至 15500 元之间袁 退役
军士退役金计发基数在 8800 至 11850 元之间遥
退役金则根据担任军官尧军士年限袁按照计发
基数一定比例确定遥 例如袁担任军官满 16 年或
者担任军士和军官累计满 16 年的退役军官袁
退役金按照计发基数的 60%确定曰 超过 16 年
的袁每多 1 年计发比例增加 2%遥 代丽丽 王鹤

全国公安机关对各类文物犯罪尤其
是盗窃石窟寺石刻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
葬尧盗窃古建筑及其构件尧盗窃损毁革命
文物等犯罪发起凌厉攻势袁2021 年 1 月至
11 月袁 共破获各类文物犯罪案件 1900 余
起袁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2600 余名曰累计
追缴文物 3.8 万件袁 包括一级文物 50 余
件袁二级文物 280 余件袁三级文物 2600 余
件袁守护了一大批国宝平安归家遥

公安机关先后侦破 23 起公安部挂牌
督办的文物大案袁抓获公安部 A 级通缉令
公开通缉的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 10 名遥

此外袁警方充分发挥野中国被盗渊丢
失冤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冶作用袁向社会公开
发布被盗尧丢失文物信息 626 条袁为打防

犯罪尧追缴文物提供了有力支撑遥
近年来袁面对严峻复杂的文物犯罪形

势袁公安部始终保持对文物犯罪的高压严
打态势袁会同文物部门连续 4 年部署开展
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袁去年 8 月再
次召开工作推进会将专项行动延长一年袁
依法严厉打击盗掘尧盗窃尧倒卖等各类文
物犯罪活动袁健全严打严防严管严治长效
机制袁组织指挥各地公安机关全力破案攻
坚袁先后侦破陕西咸阳野1窑16冶系列盗掘古
塔地宫古墓葬案尧安徽淮南武王墩古墓葬
被盗掘案尧福建漳州野11窑23冶系列盗捞海
底沉船文物案尧野2004.12.13冶 四川省图书
馆文物被盗案等一批公安部挂牌督办的
大案要案遥 林靖

欧盟推进塑料
回收再利用

欧盟日前启动了第三届野减少垃圾周冶活
动袁强调要减少使用尧重复利用和回收利用垃
圾遥 欧盟持续出台相关措施袁推动有效应对塑
料垃圾问题遥

塑料原料价格低廉袁但回收成本高昂遥 与
其他材料相比袁 塑料一次使用周期结束后再
使用率和回收利用率不高遥 欧盟每年产生的
约 2910 万吨塑料废弃物中袁 只有 32.5%被回
收利用遥 不少塑料还进入河流和海洋袁造成更
大污染遥

为减少塑料垃圾尧提高回收效益袁欧盟
于 2018 年 1 月颁布了 叶欧盟塑料战略曳袁计
划投资 3.5 亿欧元袁加快研发进程袁实现塑
料生产和回收过程的现代化袁 力争到 2030
年使欧盟市场上的塑料包装都可重复使用
或可回收袁回收率提高到 55%遥 当年 12 月袁
欧盟闭环塑料联盟成立遥 欧盟委员会执行
副主席蒂默曼斯认为袁 想实现真正的塑料
循环经济并确保再生塑料被新产品采纳袁
塑料产业链中所有环节之间的密切合作至
关重要遥

几年来袁联盟成员已由成立之初的 70 余
个增长到 293 个袁涵盖了生产企业尧品牌方尧
零售商尧回收企业等在内的塑料产业链袁再生
塑料产量增加了近 30%遥 联盟提出袁未来将进
一步提高包装尧建筑尧农业和家用电器等行业
中的 26 种塑料产品的可回收性袁这些产品占
欧洲塑料废弃物的 60%以上遥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袁 欧盟禁止其成员国
将所有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运往发展中国
家遥 根据规定袁只有可回收的野清洁塑料垃圾冶
才允许出口到非经合组织国家遥 此外袁对向经
合组织国家出口塑料废物和欧盟内部装运塑
料废物也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遥 7 月袁欧盟禁
止使用有非塑料材质替代品的一次性塑料制
品遥 据测算袁该项指令将使欧盟范围内的塑料
包装回收率提升到 41.5%遥

有专家指出袁 在提升塑料垃圾回收率的
同时袁还需要从各个方面减少对塑料的使用遥
在超市选购商品的布鲁塞尔市民克里斯多夫
告诉记者袁 日常生活中一直存在着塑料包装
使用过度的问题袁野有些仅仅几十克的食物就
被多层塑料包裹袁 还有很多食物其实并不需
要过多塑料包装冶遥

一名负责收集塑料垃圾的回收工人对记
者表示院野几年前袁 我们回收一整条街的塑料
垃圾只需拉一车就够袁现在能装满两车了遥 应
该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袁 如何从源头上解决环
保问题遥 冶 牛瑞飞

北京时间 1 月 9 日凌晨袁2021 至
2022 国际雪联美国猛犸山站世界杯
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项目落下帷幕袁
中国选手谷爱凌获得这站世界杯比
赛的冠军袁同时捧起了象征着赛季总
冠军的水晶球浴

对于谷爱凌的出色表现袁国际雪
联称赞袁野在今天的 2021 至 2022 赛
季世界杯决赛中袁来自中国的谷爱凌

完成的或许是女子自由式单板滑雪
U 池最伟大的一次表演袁并获得职业
生涯第一个水晶球遥 冶

今年袁谷爱凌共获得美国铜山站
冠军尧 两次加拿大卡尔加里站冠军尧
美国猛犸山站冠军共四站世界杯比
赛冠军袁由此获得了最终象征着赛季
总冠军的水晶球遥

陈赢

退役军人可逐月领取退役金

刚果渊金冤卫生部长姆本加尼不久前
宣布袁2021 年 10 月出现在该国东北部地
区的埃博拉疫情已结束遥 此次疫情期间共
报告了 8 例确诊病例袁 其中死亡 6 例袁治
愈两例遥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主任穆蒂
表示院野加强疾病监测尧及时的社区防控和
有针对性的疫苗接种袁使该地区能更有效
地遏制埃博拉病毒袁刚果渊金冤防止了广泛
的感染并挽救了生命遥 冶

刚果渊金冤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结束袁
是基于自去年 10 月 30 日以来已没有新
的病例记录袁这意味着在最后一名确诊病
例出院 42 天后袁 即度过两个埃博拉病毒
潜伏期后袁受监测地区的人群已被排除感
染风险遥

此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渊金冤北基伍
省贝尼市暴发遥 由于与 2018 年至 2020 年
的埃博拉疫情发生在同一地区袁人们担心
当时持续两年的严重疫情会再次重演袁那
次疫情导致近 2300 人死亡遥

世卫组织认为袁及时发现感染病例是
此次疫情得到有效防控的重要前提遥 据
悉袁去年 10 月 6 日袁贝尼市一名 3 岁男孩
因病死亡袁 症状与感染埃博拉病毒相似遥

次日袁设于贝尼的刚果渊金冤国家生物医学
研究院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对样本
进行了检测并确认袁刚果渊金冤宣布新一轮
埃博拉疫情暴发遥

疫情出现后袁刚果渊金冤政府在世卫组
织专家协助下袁 对贝尼市 19 个地区进行
疫情排查袁多名感染者相继被发现遥 总计
超过两万名密切接触者得到进一步检测袁
其中超过 1700 名疑似病例留院隔离观
察遥

在遏制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过程中袁刚
被获批使用的埃博拉疫苗起到了积极作
用遥 去年 2 月袁包括刚果渊金冤在内的 4 个
非洲国家率先批准了全球首款埃博拉疫
苗的使用遥 世卫组织在去年 12 月 16 日的
声明中表示袁 在发现首个病例 5 天后袁刚
果渊金冤卫生部门为 1800 多人接种了埃博
拉疫苗遥

为持续做好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袁刚
果渊金冤政府已联合世卫组织保持疫情监
测袁准备对任何后续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
应遥 此外袁刚果渊金冤政府还制定了专门计
划袁为埃博拉病毒感染康复者提供医疗评
估尧心理和营养支持等服务遥 邹 松

刚果（金）成功遏制新一轮埃博拉疫情

全国严打盗墓等文物犯罪
近一年破案 1900 余起袁追缴文物 3.8 万件

《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本月登场

《倾城之恋》将视觉冲击进行到底

谷爱凌斩获总冠军

遗失
声明

刘香娇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 证号院36210219630801292143袁
特此声明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