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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马累1月19日电 1月
18日中午，中国首都航空JD455
航班在马尔代夫维拉纳国际机场
平稳降落。客机滑行过程中，马
尔代夫政府特意安排了喷射巨型
水柱的水门礼，以高级别礼仪热
烈欢迎中国航班和游客到来。

这是中国近期优化调整防疫
政策后中国直飞马尔代夫的首个
航班，载有 190 多名中国游客。
据航班机组人员介绍，国内游客
赴马尔代夫旅游热情高，不少家
长带着放假的孩子出来游玩，该
航班客座率在95%以上。

新婚不久的乘客王焱和丈夫
把这次旅行当作蜜月之旅。王焱
说，一下飞机就感受到马尔代夫
人民的热情，她还是第一次体验
水门礼欢迎仪式。

除水门礼外，马尔代夫旅游
部门工作人员身着传统民族服装
在舷梯下列队，向刚下飞机的中
国游客献花；当地大学生也带来
鼓乐表演。中国驻马使馆工作人

员还向中国游客发放含旅游介
绍、温馨提示的手册。

中国驻马大使王立新和马尔
代夫旅游部长毛素姆等中马双方
人员参加了欢迎仪式，并与机组

人员、游客代表合影留念。
王立新告诉记者，旅游业是

马尔代夫支柱产业，中国游客回
归有助于马尔代夫经济复苏，也
有利于促进中马两国人文交流和

民间往来，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
到积极促进作用。

毛素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游客对马尔代夫旅游业贡献
很大。马尔代夫原计划今年吸引
180万外国游客，随着中国游客
到来，预计原有目标数字至少增
加10%。

旅游岛酒店工作人员阿兹米
说，这次他们的酒店迎来5名中
国客人，虽然还明显少于疫情前
人数，但相信今后来的中国游客
会越来越多。

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连续
多年是马最大的外国游客来源
国。马尔代夫旅游部统计数据显
示，2019年，中国赴马游客近30
万人次，占当年马尔代夫接待外
国游客总数的17%左右。

当地旅行社工作人员拉伊德
说，很高兴看到中国客人在疫情
后又回来了，这对于当地旅行社
和整个国家来说无疑是个好消
息。

新华社天津 1 月 19 日电 农
历新年将至，不少人发现去年的
除夕是腊月廿九，今年的除夕是
腊月三十。年三十为啥时有时
无？是否有规律可循？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
天文学会理事杨婧解释说，我国
农历中的月是按月亮盈亏圆缺变
化的周期定义的，称之为“朔望
月”。一个朔望月的平均长度为
29.53天，并非整数，而一个月的
天数要用整数表示，因此有时是
小月29天，有时是大月30天。同

时，为了保证农历每月的初一必
须是朔日，所以大小月的安排也
不是固定的，这需要通过精确的
计算来确定。

那么，如何确定一个月有多
少天呢？中国的农历历法规定，
以月相“朔”所在的那一天为每月
的初一，这样相连两个“朔”之间
的天数就为一个月。

农历辛丑牛年的腊月初一
（公历 2022 年 1 月 3 日）至农历
壬 寅 虎 年 的 正 月 初 一（公 历
2022年 2月 1日）之间恰逢小月

29 天，所以农历壬寅虎年前一
天的年三十就被“省略”了；农
历壬寅虎年的腊月初一（公历
2022年 12月 23日）至即将到来
的农历癸卯兔年正月初一（公历
2023 年 1 月 22 日）之间正好是
大月 30 天，所以即将到来的农
历癸卯兔年前一天的年三十自
然也就不会“缺席”。

杨婧表示，腊月逢小月的情
形并不少见。2013年、2016年、
2022年，以及从2025年到2029年
的连续5年，都没有年三十。不

过，由于平均月长稍多于29天，
所以每年大月出现的次数要稍多
于小月。

“朔日的确定是根据月亮和
太阳的真实位置来确定的，而且
朔望月周期本身也长短不一，所
以年三十时有时无并无明确规律
可循，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
性，也给我们带来一些不期而遇
的惊喜。”杨婧表示，虽然年三十
会“消失”，但不管是腊月廿九还
有腊月三十，作为传统节日的除
夕却一直都在。

（上接一版）他指出，疫情发生三年来，卫健系统全体干部职
工闻令而动、逆行出征，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大家不辞辛劳、连续奋战，义无反顾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工
作推进落实强力有效，全力守护了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当前
疫情防控工作进入保健康、防重症的关键时期，希望大家继
续坚定信心、保持昂扬斗志，全力以赴做好患者医疗救治工
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余志伟还叮嘱相关
部门要关心关爱一线医护人员，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为
他们全身心投入医疗救治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孩子日常用药如何保障？”“现在工作情况如何？”……
在低保户林珊妹家，余志伟详细了解他们的收入来源、生活
情况、医疗保障情况和目前遇到的困难，鼓励他们要坚定信
心，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并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
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多想办法、多出实招，精准对接
帮扶政策，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记者 林富榕）

2022年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状
况如何，2023年走势怎么看？产
业数字化有何进展？中小企业运
营发展情况如何？在18日召开
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
有关负责人解读2022年工业和
信息化发展情况，对一系列热点
话题进行回应。

工业经济总体保持
回稳向好态势

2022年，工业经济面临的国
内外环境严峻复杂，稳增长压力
较大。我国积极采取一系列举
措，推动工业经济企稳回升。

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介
绍，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3.6%，其中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3%。制造业投
资同比增长9.1%，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5%。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36%，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与此同时，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深入推进。数据显示，2022
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高于制造业增加值增速4.4
个百分点；新产品产量保持高速
增长，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连续8
年保持全球第一，产销同比分别
增长96.9%和93.4%。

“2023 年，外部环境依然复
杂，工业领域发展面临的三重压
力还比较大。但总的来看，工业经
济增长态势和格局没有变，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依然稳固。”田玉龙说，
随着市场主体活力、居民消费潜力
和产业升级动力有效释放，工业经
济稳步回升态势保持不变。

移动物联网连接数
占全球七成

发布会数据显示，我国信息
通信业平稳持续增长。

2022年，电信业务收入同比
增长8%；新建5G基站88.7万个，
目前已达到231.2万个，总量占全
球超过 60%；5G 用户达 5.61 亿
户，在移动电话用户中占比三分
之一，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75倍。

我国产业数字化进程也在不
断提速。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
赵志国介绍，在行业领域方面，信
息通信融合应用加速向工业、医
疗、教育、交通等领域拓展深化，
5G 行业虚拟专网数量突破 1 万
个，移动物联网连接数占全球总
数的70%，工业互联网已经全面
融入45个国民经济大类。

在个人用户方面，App数量
超258万款，丰富了用户消费、娱
乐、社交、出行等各类需求，推动
形成全球最大、最为活跃的数字
服务市场。

启动电信普遍服务“宽带边

疆”工程；推动工业互联网规模应
用……赵志国表示，下一步，将从
建设高质量的信息基础设施、培
育高水平的融合创新应用、筑牢
高可靠的网络安全防线等方面，
巩固信息通信业优势领先地位，
以高品质信息通信网络服务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

多措并举加力帮扶
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连接千家万户，是
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
重要力量。2020年以来，受疫情
持续影响，中小企业受到较大冲
击，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纾困解难
政策措施，助力中小企业平稳健
康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1至11月，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
业实现数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
同比分别增长10.5%、6.0%、0.3%。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中小企
业迎难而上，用创新化解危机、开
拓新局。田玉龙介绍，工信部对
1800多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调查显示，2022年1至11月，“小
巨人”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10.7%，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5.2个百分点。

近日，针对中小企业当前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国务院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印发《助力中小微企业稳增长调结
构强能力若干措施》，立足于“纾困
和服务两手抓，调结构和强能力并
行推”提出15条具体举措。

“2023 年，中小企业平稳发
展的困难挑战依然较大，我们将
进一步强化政策惠企、环境活
企、服务助企、创新强企、人才兴
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全力推动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田玉龙
说。 （新华）

工业经济回稳向好 产业数字化进程提速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解读2022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国内视窗

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18日在国新办发布会
上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已进入全面市场化拓展
期，工信部将加强政策供给，建立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协调机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牌照等支持政
策，适时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试点。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705.8万辆和688.7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96.9%和93.4%，连续8年保持全球第一。新能
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25.6%。

市场规模领先的同时，产业加快技术创新步
伐，配套环境日益优化。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量
产动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度达到300瓦时/公斤，截至
2022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充电桩521万台、换电站
1973座。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自主品牌新能源乘
用车国内市场销售占比达到79.9%，同比提升5.4个
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出口67.9万辆，同比增长1.2
倍。 （新华）

我国将适时开展
智能网联汽车准入试点

环球点击

去年除夕廿九，今年除夕三十，是咋回事？

马尔代夫以水门礼迎接中国航班和游客

1月18日，乘坐中国首都航空航班的游客在马尔代夫机场受到欢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8日发布2022年第四季
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其中，营销员、
汽车生产线操作工、快递员、餐厅服务员、商品营业
员、家政服务员、保洁员、保安员、包装工、车工等职
业位列前十。

据介绍，与2022年第三季度相比，制造业缺工
状况持续，汽车行业相关岗位缺工较为突出，汽车
零部件再制造工、工程机器人系统操作员、汽车工
程技术人员等职业新进排行，汽车生产线操作工位
列排行前十；快递物流行业用人需求明显增加，采购
员、邮件分拣员本季度新进排行，快件处理员、装卸
搬运工、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职业缺工程度加大。

该排行是由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组织
102个定点监测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收集汇总
2022年第四季度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较为紧张
的招聘、求职需求职业岗位信息形成。详情可查询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网。 （新华）

2022年四季度
全国这100个职业“最缺工”

新华社南京1月19日电 1月22日4时57分将
迎来2023年度离地球最近的月亮。为什么会出现
最近月亮？当天能看到年度最大月亮吗？天文科
普专家为您揭秘。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月
球绕地球公转，每公转一周，就会经过一次近地点
和一次远地点。连续两次经过近地点或连续两次
经过远地点的时间间隔是月球运行的一项重要周
期规律，天文上称为近点月，平均时长约为27.55
天。一年中约有近点月13.3个，这意味着每一年中
月球会经过近地点13次或14次。具体到2023年，
月球有13次经过近地点。

虽然每一个公转周期里，月球都会经过一次近
地点，但受太阳潮汐力、地球质量分布不均等影响，
每次近地点的距离并不完全相同。1月22日，月球
在本年度第一次经过近地点，这也是今年13次近地
点中距离地球最近的一次，地月距离约为35.66万
公里。

理论上讲，地月距离越近，公众能看到的月亮
越大。但遗憾的是，22日恰逢农历正月初一，农历
每月初一也被称为朔日，月亮几乎与太阳同升同
落，且朝向地球的一面照不到阳光，地球上看不见
月亮。所以即便离地球最近，这轮最大月亮也无缘
被公众观赏。

22日将迎
2023年最近月亮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中国黄金协会1月19
日发布数据，2022年国内原料黄金产量为372.048
吨，与 2021 年同期相比增产 43.065 吨，同比增长
13.09%，其中，黄金矿产金完成295.423吨，有色副
产金完成76.625吨。

统计显示，去年全国黄金消费量达1001.74吨，
与2021年同期相比下降10.63%。其中，黄金首饰
消费量为654.32吨，同比下降8.01%；金条及金币
258.94吨，同比下降17.23%；工业及其他用金88.48
吨，同比下降8.55%。

在地缘政治危机、全球疫情持续、世界经济放
缓、通货膨胀加剧等因素作用下，过去一年国际黄
金价格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来自中国黄金协会的
数据显示，2022年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9黄金全
年加权平均价格为390.58元/克，同比上升4.53%。

2022年我国黄金产量
同比增长13.09%

▲海外迎新春 1 月 18
日，一位顾客在位于埃及首都开
罗的一家烘焙坊内感受中国春
节氛围。临近中国农历春节，这
家烘焙坊推出兔年春节主题装
饰与商品，增添节日气氛、吸引消
费者。 （新华）

国际足联
初步数据显示约50亿人
参与卡塔尔世界杯

在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后
的一个月，国际足联公布了卡塔
尔世界杯的一些初步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约50亿人参与到这届
世界杯中。根据国际足联发布的
信息，全世界各社交平台上关于
卡塔尔世界杯的发文超过 9360
万条，到达量超过2600亿。

虽然最终准确数据的发布还
需要时间，但一些纪录已经可以
确定。比如卡塔尔世界杯总观众
人数为340万人，超越以往任何一
届，172 个总进球数也是历史最
高；梅西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参加
比赛场次最多的运动员（26场）；
加拿大队阿方索·戴维斯在对克
罗地亚队的比赛中第68秒的进球
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快的进球；西
班牙队18岁零110天的加维是自
贝利以来世界杯上最年轻的进球
运动员。

除此之外，卡塔尔世界杯还
有很多个“第一”——第一次在阿
拉伯国家举办世界杯，第一次世
界杯赛场上出现女性主裁判，第一
次有非洲国家打进半决赛，第一次
同时有三个亚洲区球队进入 16
强。 （新华）

联合国秘书长发表
兔年新春致辞

在中国农历兔年新春来临之
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日
发表视频致辞，向全球华人致以
最美好的祝福。

古特雷斯在致辞中首先用中
文“春节快乐”送上祝福。他说：“兔
象征着活力和机敏，这是人类面对
困难和考验时所需要的品质。”

古特雷斯对中国与联合国保
持强有力伙伴关系以及中国对国
际合作的支持表示感谢。“通过国
际社会共同努力，我们能够促进
和平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更
加美好的世界。”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
体健康、事业兴旺、幸福快乐。”古
特雷斯最后说。 （新华）

1月19日，银川客运段工作人员在由银川开往兰州的D8933次列车上为旅客表
演舞蹈。临近春节，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客运段将部分列车车厢装
扮一新，组织青年职工在列车上表演自编的节目，为旅客送上小礼物，让人们将旅
途中的欢乐带回家。 （新华）

列车上的“春晚”
将欢乐带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