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东市林韵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6321000056264遗失声

明。

◇马庆运的土地确权证（编号：
630224201207000005J）遗失，特此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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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超市”开门迎客
2 月 2 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迎来兔年开

市。市场商户准备就绪，迎接全球客商的到来。图为商户代表在义乌国际商
贸城的大厅进行文艺表演。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新华社南昌2月2日电（记者 白
阳 郭强 黄浩然）2022年10月14日，江
西省上饶市铅山县致远中学高一学生
胡某宇失踪。事件发生后，当地持续开
展调查搜寻工作。2023年1月28日，胡
某宇尸体被发现。

2 月 2 日，江西省、市、县公安机关
联合工作专班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胡
某宇事件调查情况，认定胡某宇系自缢
死亡。

自缢身亡的结论是如何认定的？
为何尸体100多天后才被发现？……针
对公众的关切和疑问，官方在发布会上
进行了回应。

自缢身亡的结论是如何认定的

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胡满松表示，
1 月 28 日 12 时 25 分许，铅山县公安局
接到某粮库职工电话报警称，在粮库院
内树林中发现一具缢吊尸体。接报后
公安机关迅速派员赶到现场勘查，发现
死者衣着与2022年10月14日致远中学
学生胡某宇失踪时衣着一致。1 月 29
日，公安机关经对死者生物检材进行
DNA检验，确定死者系胡某宇。

尸检结果显示，胡某宇尸体全身骨
骼完整，颅骨、脊椎及胸肋骨均未见骨
折，胸腔、腹腔未见出血，各脏器在位无
缺失。胃组织和肝组织中均未检出常
见的农药、鼠药、安眠镇静类成分。颈
部出血部位与死者缢吊体位相吻合，符
合生前缢索压迫形成。根据尸体腐败
程度，结合当地环境及气候条件，胡某
宇尸体符合长期暴露在室外空间的各
种特征。

“在国内权威刑事技术专家现场指
导下，省、市、县公安机关联合工作专班
通过开展调查访问、现场勘查、尸体检
验、物证检验鉴定等工作，认定胡某宇
系自缢死亡，尸体发现地系原始第一现
场。”胡满松说。

铅山县委书记危岩表示，接下来将
进一步加大人文关怀，深入细致做好后
续工作。

为何尸体100多天后才被发现

危岩表示，接到胡某宇失踪的报警
求助后，公安机关通过人像比对、调阅
监控等技术手段进行了追踪排查。与
此同时，当地也组织发动了各级干部、
护山守林员、志愿组织和广大群众，对
胡某宇可能出现的区域展开了持续、不
间断搜寻，但直到 1月 28日上午，仍然
没有发现胡某宇。

“这反映了我们在搜寻工作中对部
分重点区域，没有真正完全做到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对于社会的监督，我们
诚恳接受。”危岩说。

现场勘查结果显示，尸体发现地位
于铅山县河口镇金鸡山区域的某粮库
院内。在靠近尸体头部的围墙内侧红
石凸出部位，发现黑色录音笔一支。在
中心现场没有打斗、拖拽痕迹。

胡满松介绍，粮库占地面积 92亩，
内有仓库、宿舍等建筑 20栋，建筑物占
地 8000 余平方米，四周用红石砌成围
墙，高度约 5米。中心现场位于粮库院
内北部洼地竹树杂林中，洼地高低落差
约6.3米，竹树杂林呈不规则狭长条形，
面积约9300平方米。

胡满松介绍，发现尸体的粮库所在
位置与致远中学胡某宇宿舍直线距离
226 米，步行距离约 400 米。民警先后
于2022年10月20日、21日，11月26日、
27 日开展四次搜寻，对粮库进行了走
访，并对全部建筑物内部开展了搜寻，
但胡某宇尸体缢吊地点位于院内约
9300平方米树林区域内，未搜寻到位。
其中，2022年11月27日，民警在完成该
单位内东北侧废弃宿舍搜寻工作后，前
往事发现场附近的树林洼地时，该区域
植被茂密，未发现异常情况，就没有继
续深入搜寻，而是要求该单位继续开展
自查工作，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报告。

“以上情况，说明我们工作还存在不足，
我们将举一反三，进一步改进工作。”

胡某宇生前最后有没有异常表现

上饶市公安局副局长徐添翼介绍，
2022年9月27日，胡某宇曾与母亲三次
通话，其母反映胡某宇哭诉不想读书、想
回家。10月1日凌晨，其母亲、哥哥专程
从福州赶回予以安抚，10月 4日二人离
家返回福州。10月 5日，胡某宇又与母
亲通话三次，其母亲未透露通话内容。
10月10日至13日，胡某宇曾7次独自到
宿舍楼三楼阳台，观望睢园及校外树林
山岗方向。10月14日，胡某宇携带录音
笔两次登上五楼阳台，有明显轻生意图。

徐添翼说，胡某宇在考入致远中学
后逐渐出现适应困难，多次在书本、笔
记本上写下了负面情绪的文字内容，如

“吐了，新环境真的难适应”，在社交软
件中发布“我试着销声匿迹，原来我真
的无人问津”，多次与同学说“人活着有

什么意义”等。
经心理专家访谈、分析，结合胡某

宇失踪前行为，认为胡某宇性格内向温
和、孤独，在意他人看法，少与人做深入
的思想情感沟通，情感支持缺失，缺少
情绪宣泄渠道，常有避世想法。2022年
9月到致远中学就读后，因学习成绩不
佳造成心理落差，加之人际关系、青春
期冲动带来的压力，造成了胡某宇失踪
前心理状态失衡，有明确的厌世表现和
轻生倾向。

录音笔里有什么内容

通报显示，胡某宇于 2022 年 10 月
14日 17时 40分、23时 08分录制的两段
音频清晰表达了自杀意愿。通过综合
分析，录音笔中的内容不存在人为合
成、篡改情况。

胡满松介绍，10 月 14 日 17 时 40
分，胡某宇站在宿舍五楼阳台上试图跳
楼，犹豫未决。录音显示，胡某宇有强
烈的厌世情绪，表达了想轻生的念头。

“此次事件警醒我们，学生的心理健
康，需要学校、家庭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关
注。”铅山县教体局局长陈柯说，下一步，
将加强心理健康课程建设，建强心理教
师队伍，提升教师干预心理危机的能力；
做好动态监测，建立学校、年级、班级、家
庭四级预警网络，提升班主任、任课老
师、家长对心理障碍的识别能力；持续开
展好人文关怀，特别要做好重点群体学
生的心理疏导，减少各种不利因素对孩
子心理健康的影响；完善“家庭、学校、社
会”协同育人工作机制，促进学生养成积
极向上的健康心态等。

官方回应江西铅山胡某宇事件四大疑问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记者 吴
雨）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宣布，延续实施
碳减排支持工具等三项货币政策工
具。这将对哪些领域带来利好？今年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如何更好发挥
作用？

春节假期刚过，人民银行就向市场
主体送上利好消息，延续实施碳减排支
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
贷款、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三项货币政
策工具，进一步扩大政策惠及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认
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建立了激励机
制，把人民银行的资金与金融机构对特
定领域和特定行业的信贷投放挂钩，发
挥精准滴灌实体经济的独特优势，支持
经济薄弱环节和最需要发展的领域。

“风机正常，油温正常，转速正常……”
在福建省莆田市国投云顶湄洲湾电力
公司的集控室内，工作人员盯着各项参
数，密切关注机组状态，确保发电机组

“火力全开”，连续不断向电网供电。

该企业财务总监童庆琛听说多项
政策工具延续实施十分高兴。“去年我
们从建设银行获得了近 5亿元贷款，在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政策支
持下利率低了不少，相当于每年为企业
节省资金成本约500万元。希望今年利
用低成本资金进一步提升自身能源电
力保供能力。”童庆琛说。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此次
人民银行宣布延续实施的两项政策工
具与此相关，旨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
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

根据相关安排，2023年碳减排支持
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
贷款将继续并行实施，前者将延续实施
至 2024 年末，后者则延续实施至 2023
年末，在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同时支持
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

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 2022 年 12 月末，人民银行通过碳减
排支持工具以及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专项再贷款两项政策工具，分别发放
了再贷款资金 3097 亿元、811 亿元，合
计3908亿元，支持金融机构向碳减排和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分别发放符合
要求的贷款 5162 亿元、811 亿元，有力
推动绿色金融发展。

这些助力绿色发展的货币政策工
具只是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中
的一部分。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邹澜介绍，去年以来，人民银行出台多
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围绕普惠金
融、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国民经济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引导金融机构合理
投放贷款。截至2022年末，结构性货币
政策工具余额约 6.4万亿元，在稳定宏
观经济基本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面对疫情冲击，以交通物流业为代
表的跨区域行业受到一定影响，部分中
小企业经营困难。去年 5月，人民银行
创设了1000亿元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
此次更将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延续实
施至2023年6月末，同时将中小微物流

仓储企业等纳入支持范围。
“交通物流行业整体恢复需要相关

纾困帮扶政策持续支持。”复旦大学金
融研究院研究员董希淼表示，政策延长
可继续为部分行业纾困，同时将中小微
物流仓储企业等纳入支持范围有助于
推动行业转型升级，提升运营效率，可
以进一步增强金融支持交通物流保通
保畅的力度，助力交通物流业高质量发
展。

记者了解到，人民银行的结构性货
币政策工具分为长期性工具和阶段性
工具。长期性工具主要服务于普惠金
融长效机制建设，包括支农支小再贷款
和再贴现；阶段性工具则有明确的实施
期限或退出安排。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下一阶
段，结构性货币政策将坚持“聚焦重点、
合理适度、有进有退”，继续加大对普惠
金融、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
设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
支持力度。

三项货币政策工具延续实施效果几何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记者 顾
天成 李恒）我国 0至 5月龄纯母乳喂
养婴儿的母乳平均摄入量为800.1克/
日，6至 23月龄婴幼儿辅食来源的蛋
白质偏高、铁和锌不足……近日，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首次报告了“十三五”科技部基础资
源调查专项“中国 0至 18岁儿童营养
与健康系统调查与应用”婴幼儿膳食
调查数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
健康所研究员杨振宇表示，婴幼儿期
营养是全生命周期健康的基础。膳
食摄入不足或过多是营养不良的主
要原因，食物摄入评价可识别早期营
养不良，为实施营养干预提供重要科
学依据。

据介绍，此次调查研究分析了我
国 0至 5月龄婴儿母乳摄入量和 6至
23 月龄婴幼儿辅食能量和营养素摄
入量，为推动我国母乳和辅食评估技

术创新与发展提供最新信息。
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婴儿母乳

摄入量方面，2019年至2021年间我国
0至 5月龄纯母乳喂养婴儿的母乳平
均摄入量为 800.1克/日，24小时平均
母乳喂养次数为8次。母乳摄入量随
着月龄的升高而增加，5 月龄保持平
稳。除个别月龄外，不同地域和性别
0至 5月龄婴儿母乳摄入量相近。配
方粉或辅食引入直接影响6月龄内婴
儿母乳摄入量。

在辅食能量和营养素摄入量方
面，2019 年至 2021 年间我国 6 至 8 月
龄、9至 11月龄、12至 17月龄和 18至
23月龄婴幼儿每日辅食来源的能量分
别为156.1千卡、258.0千卡、388.7千卡
和 581.1千卡。与世界卫生组织辅食
营养素密度建议值相比，此次调查研
究内的6至23月龄婴幼儿辅食蛋白质
密度偏高，6至8月龄和9至11月龄婴
儿辅食铁密度和锌密度偏低。

中疾控首次报告

我国代表性婴幼儿膳食调查数据

2 月 2 日是第 27 个世界湿地日，
今年的主题是“湿地修复”。

湿地，被喻为“地球之肾”，是重
要的生态系统，具有涵养水源、净化
水质、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
多种生态功能，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
息相关。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日宣布，2022
年我国新增北京延庆野鸭湖、黑龙江
大兴安岭九曲十八湾、江苏淮安白马

湖等 18 处国际重要湿地，总数达 82
处；面积764.7万公顷，居世界第四位。

作为全球湿地保护修复的重要
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我国将积
极履行《湿地公约》义务，继续加强湿
地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实施全国湿
地保护规划和湿地保护重大工程，把
更多重要湿地纳入自然保护地管理，
健全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据新华社电）

我国新增国际重要湿地18处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本周期
（1月 17日以来），在春节因素推动中
国石油需求向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上调对全球经济增速预测等利
好消息支撑下，国际油价偏强震荡。
预计2月3日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开
启时，国内汽、柴油价将迎来上调，暂
预计上调幅度在每吨 220 元左右，折
合 92#汽油、0#柴油每升分别上调
0.17元、0.19元。

在春节假日因素提振下，我国石
油消费向好，对国际油价构成支撑。
文化和旅游部 1 月 27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
游3.08亿人次，同比增长23.1%。

1月30日，IMF发布《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更新内容，大幅上调今年中
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5.2%。同时，报告
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去年 10
月的 2.7%上调至 2.9%。不过，与 IMF
预估的2022年经济增速3.4%相比，今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仍将放缓。

此外，美国能源信息局 2 月 1 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汽
油、馏分油库存均环比增长，显示出
美国石油需求较为疲弱。与此同时，
俄罗斯石油供应仍处于较高水平。

在多空消息交织影响下，本周期
国际油价偏强震荡，均值较前一周期
走升。本周期，一揽子原油平均价格
变化率持续正向波动。新华社石油
价格系统发布的数据显示，2月1日一
揽子原油平均价格变化率为 6.03%，
据此测算，预计 2 月 3 日 24 时，国内
汽、柴油零售价格预计将迎来上调，
暂预计上调幅度约为220元/吨。

2023年，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已
经历一次上调、一次下调，涨跌相抵
后，汽、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45元。

批发市场方面，在成品油零售价
格上调预期影响下，近期汽、柴油批
发价格整体上扬。受春节假日因素
提振，汽油消费增长强劲。由中国经
济信息社、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
院、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联合发
布的中国汽、柴油批发价格显示，2月
1日，全国 92#汽油、柴油（含低凝点）
平均批发价格分别为 9212 元/吨、
8126元/吨，分别较 1月 18日（上轮调
价后首个工作日）上涨 327元/吨、248
元/吨。

展望后市，成品油方面，随着春
节假期结束，汽油需求将逐步回落至
常态水平，而柴油需求积极向好。

今日24时汽柴油价预计再迎调整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2月2日是
第 27个世界湿地日，今年的主题为“湿
地修复”。被称为“地球之肾”的湿地，
不仅与大江大河、大湖大海密切相连，
而且广泛分布在河沟、水库、农田、池塘
等地，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近10年，中国大力保护修复湿地生
态和水环境，新增和修复湿地80余万公
顷。13个城市获“国际湿地城市”认证，
数量位居世界第一。星罗棋布的小微
湿地正化身城市的“毛细血管”，生机搏
动，赋能美好生活。

诗意城市，浪漫栖居

2日一早，武汉市东湖一角的华侨
城生态湿地公园渐渐苏醒。湖面泛起
阵阵涟漪，水草摇曳生姿，岸边树林里
不时传来数声鸟鸣，绿道骑行的追风少
年，凉亭吹奏的退休老人，构成一幅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风光图。

“早上晨练，晚上散步，亲近自然，
享受生活，东湖是我们武汉人的后花
园。”市民邹涵是东湖的常客，她在手机
相册里记录下了东湖四时美景的变化，
春赏樱、夏赏荷、秋赏桂、冬赏梅，四季
花开不断。

人在湖畔，湖在城中。从岳家嘴立
交桥往东一公里，或者武汉站东广场往南
500米，就能从车水马龙的都市，切换到
绿意盎然的湖边，享受湖光山色的美景。

“东湖既拥有湿地，也是重要的城
市生态空间。要让城市与湿地相融，将
东湖打造为人民乐园，为市民和游客营
造更美好的‘诗和远方’。”武汉市东湖
生态旅游风景区工委书记、管理委员会
主任刘栿堂说。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通过因地制宜，见缝插绿，2022年
底武汉的小微湿地已达32处，未来3年
将在市民身边建成50处小微湿地，湿地
生态服务范围由传统的湿地保护区、湿
地公园向城市中心区域不断辐射。

科技赋能，守护绿色

木桨拨水，雨击湖面，风吹竹叶，鸟
儿啁啾……漫步杭州西溪湿地，大自然
的音符伴着翠色在眼前奏乐。这里是
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杭州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2003年以来，杭州启动西溪湿地综
合保护工程。伴随技术迭代，西溪湿地
依托杭州城市大脑，建设了“智慧西溪”
系统，依托物联网传感、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技术，打造“湿地大脑”，整合分析
各相关部门的环境监测资源，构建生态

“驾驶舱”。
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西溪湿地

动植物增加了800余种，不少珍稀“明星
鸟”飞来落户，引种的珍稀濒危植物也

“适彼乐土”，近在市民游客身边的城市

湿地重焕新生。
“我很喜欢拍青山江滩，这里景色特

别好。”71岁退休职工赵志刚的相机取景
框里，岸上草木葱茏，长江奔涌而去，远
处高楼和二七长江大桥隐约可见。

“以前这里拖运砂石、钢材的车辆
很多，路特别坑洼不平，雨天一脚泥，晴
天一身灰。”赵志刚说。

2013年，武青堤堤防江滩综合整治
工程动工。通过采用海绵城市建设理
念，将防洪功能与城市景观自然融合，
还江于民。

“不仅美了颜值，还丰富了内涵。”
武汉生态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景
观设计师熊颖介绍，通过运用海绵城市

“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有效消
减了雨水径流速度和污染负荷，让青山
江滩成为天然氧吧和“雨水花园”。

秀丽山水，因景而兴

入夜，数万名市民来到重庆市汉丰
湖畔，或在明亮的滨湖广场载歌载舞，
或在绿树围绕的环湖步道上散步、骑
行，或带着孩子在湖边的沙池中嬉戏。

“曾经的汉丰湖到处是干涸而死的
鱼虾和水生植物。”重庆市开州区自然
保护地管理中心主任黄亚洲回忆。多
年来，开州区在重庆汉丰湖国家湿地公
园持续实施水质净化、景观美化、水土
保持、生物多样性提升等工程。死气沉

沉的“汉丰沟”逐渐变成了鸟声婉转的
“越冬天堂”。

“坐在汉丰湖边吹吹风、喝喝茶，惬
意得很。”开州区市民周波在汉丰湖边
开起一家农家乐，观光季每天可接纳
100多人。

依托生态优势，汉丰湖创建市级旅
游度假区，打造“享湖经济”。湖畔马拉
松、国际摩托艇公开赛、城市钓鱼对抗
赛……一系列大型赛事每年轮番上演，
游客在这里可登文峰古塔、游风雨廊
桥，也可观珍稀水鸟、品特色美食。据
统计，2022年汉丰湖景区接待游客 600
余万人次。

在 2022年 11月举行的《湿地公约》
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上，我国提交的

《加强小微湿地保护和管理》决议草案
获得通过。随着中国方案获得全球共
识，小微湿地作为湿地保护的“新兴”领
域，正释放出越来越大的能量。

如今，在寸土寸金的杭州市主城区，
约11.5平方公里的西溪湿地周边，已形
成一批高教密集区、休闲旅游区和高新
技术产业集聚区，打响了“游在西溪、学
在西溪、住在西溪、创业在西溪”品牌。
湿地保护融入城市建设全过程，“城市绿
肺”成了吸引人才和资金的聚宝盆。

竹海摇曳，绿荫环抱；溪水叮咚，鱼
游虾嬉……一幅清丽生动、因景而兴的
绿色画卷正徐徐展开。

湿地，赋能美好生活
——来自国内小微湿地的一线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