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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天，一件大事便是中国东方航空全
球首架 C919 大型客机的测试飞行。 今天首班验
证飞行的航班号为 MU7809，从上海虹桥国际机
场飞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上海虹桥机场的记
者，与大家一同来见证 C919 的新年首飞。

总台央视记者陈俏：首先在上海虹桥机场的
空管指挥塔台上向大家问候：新年好！ 全球首架
国产大飞机 C919 今天的验证飞行，在上午 8 点
30 分正式开始。 这是自 2022 年 12 月 26 日以
来，C919 的第 9 架次验证飞行， 也是在 2023 年
的新年首飞。据了解，C919 总计要进行 100 小时
的验证飞行。

验证飞行主要是验证航空公司安全运行
C919 飞机的能力， 国产大飞机 C919 是一款全
新的机型。有人把它的研发应用作了一个形象的

比方，研发制造是“上半场”，转入商业运营是“下
半场”。 完成适航审定、 拿到民航局颁发的合格
证，标志着上半场的成功落幕，而“下半场”能否
顺利开启，100 小时的空机验证飞行和民航局对
验证结果的审定检查。 而作为首家用户，东航还
要把验证飞行积累的大量数据、运行保障经验提
供给相关部门，助力新机型不断优化改进。

有专家指出，民航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
展的晴雨表，民航业对旅游业、制造业等相关行
业的拉动比例达到了 1 比 8，民航业的兴旺标志
着一个国家实力的强盛。期待由我们国家自己生
产的大飞机早日投入商业运行的蓝天。祝愿国家
经济的发展就像我们的大飞机———飞得更高、越
来越强。

（央视新闻客户端）

东航全球首架 C919客机新年首飞

据上海海事局消息，根据《船舶能耗数据和
碳强度管理办法》， 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能耗数
据报告和营运碳强度管理工作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执行。

据了解，自 1 月 1 日起，中国籍国际航行船
舶在境外港口通过“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能耗数
据和碳强度管理系统” 进行航次能耗数据报告；
在境内港口通过“海事一网通办平台”进行航次
能耗数据报告。 自 2 月 1 日起，中国籍国际航行
船舶进行年度能耗和营运碳强度数据报告，以及
《燃油消耗报告和营运碳强度评级符合声明》验
证申请。

发展绿色航运， 提高我国船舶能效管理水

平，是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履行国际海事组织（I鄄
MO）国际航运碳强度规则的需要。 国际航运碳
强度规则是 IMO 于 2021 年 6 月通过的船舶温
室气体短期减排措施， 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全面
实施。 作为航运大国，我国拥有 12.59 万艘水上
运输船舶，其中 1000 余艘 5000 总吨以上国际航
行船舶全面执行该规则。

为进一步推动绿色航运发展，交通运输部海
事局持续开展我国国际航行船舶能效管理技术
和营运措施研究， 深入探讨船舶温室气体减排
短、中、长期措施，发布《船舶能耗数据和碳强度
管理办法》， 系统和全面地规定了我国船舶能耗
数据和碳强度管理的要求。 （中国水运网）

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
能耗数据和碳强度管理新规开始施行

近日，江苏各地邮政管理部门及时向地方政
府汇报邮政快递服务畅通工作，在从业人员津贴
补贴、 医疗防护物资配备等方面积极争取支持。
目前，全省各地明确的邮政快递业稳岗返岗政府
补贴累计达 3500 万元。

南京局推动市政府出台快递投递补贴措施，
分两个时间段分别补贴 0.5 元/件和 0.2 元/件，
激励企业加快投递进度，保障元旦、春节期间快
递服务，共计补贴约 2500 万元。无锡局向市政府
争取邮政快递服务畅通补贴 550 万元， 其中，返
岗稳岗补贴约 500 万元，相关物资和药品补贴约
50 万元。 同时，成立由副市长负责的邮政快递稳

岗保供专班。 苏州局向市政府成功申请拨付 250
万稳岗补助资金，并已发放 6 万粒退烧药和 8 万
份抗原检测试剂，各县局也积极向地方争取发放
各类药品、口罩等医疗防护物资。 徐州局向市政
府成功申请拨付 100 万元行业补贴，开通快递员
急需药品便捷通道， 目前共向企业发放退烧药
2368 盒。 连云港局推动市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组
出台快递业稳岗保供补贴方案，对快递业在岗从
业人员每人每天补贴 50 元， 预计补贴约 100 万
元。 在各地政府的关心支持和政策保障下，全省
邮政快递服务畅通工作得到有力支撑。

（江苏邮管局）

江苏多地出台邮政快递业稳岗返岗补贴政策

驾驶新能源车担心充电不方便？这种担忧将
成为历史。 近日发布的《湖南省公路沿线充电基
础设施布局规划 》 提出 ， 到 2025 年 ， 湖南省
99.5%的公路路段每 50 公里就有一个充电站，农
村公路充电设施覆盖率将超过 95%。这也是全国
首个省级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规划。

2022 年 8 月，国家印发《加快推进公路沿线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随后，湖南省交通
运输厅、省公路事务中心启动《湖南省公路沿线
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规划》编制工作，由湖南建投
集团旗下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

据悉，《规划》以全省公路为骨架，以公路沿

线区县、乡镇、居民聚居区和公路服务设施为节
点，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和停车区规划充电站 218
个、充电车位 3504 个，在国道、省道和农村公路
规划充电站 1762 个、充电车位 10348 个。充电设
施覆盖全省各县市区、1530 个乡镇及众多居民
聚居区。

按照规划， 到 2023 年， 全省 20 条国道和
188 条省道将率先实现充电基础设施全覆盖。 同
时，全省 108 个省级及以上风景名胜区、旅游景
点和 154 个 4A 级及以上景区，143 个省级及以
上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和工业集中区等所在乡
镇，也将实现全面覆盖。 （《湖南日报》）

《湖南省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规划》发布

2022 年 12 月 30 日， 商务部会
同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
场监管总局、国家邮政局和中国消费
者协会共同指导举办的 “2023 全国
网上年货节”正式拉开帷幕。

作为 2023 年商务领域首场全国
性消费促进活动，本届年货节横跨元
旦、春节两个重要节日，紧扣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 节日市场采购需求、消

费场景应用创新、 内外城乡市场联
通、网络消费环境优化，广东主会场
和各地分会场均策划了精彩纷呈的
配套活动和启动仪式，各电商平台也
围绕 “好物年货节”“美好城市年货
节”“福‘企’年货节”“数商兴农线上
大集”等主题推出系列活动，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的新春期待。

（商务部新闻办公室）

2023 全国
“网上年货节”正式拉开帷幕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政管
理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下发
《关于加强快递业包装废弃物回收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推动
全区邮政、快递企业与再生资源回收
企业深入合作，促进行业绿色转型发
展。

《通知》明确，到 2025 年，全区快
递包装废弃物回收领域治理能力显

著增强，快递包装可循环化水平稳步
提升，公共服务场所快递包装废弃物
回收设施覆盖面、可循环快递包装应
用规模进一步扩大。

《通知》要求，要推动快递包装源
头减量，推广循环包装应用，引导邮
政、快递企业与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深
入合作等。 同时，明确了各部门的职
责分工。 （新疆邮管局）

新疆推进快递业包装废弃物回收

2022 年 12 月 21 日， 亚美尼亚
邮政发行 1 枚农历生肖兔年邮票。这
是一枚圆形邮票，图案上还带有中文
的“兔”字，其中的兔子图案采用银箔
印制。

2023 年 1 月 5 日， 英属根西岛
邮政发行 1 套 6 枚农历生肖兔年邮
票。 这套邮票由 Chrissy Lau （刘定
奇）设计，这位女艺术家在英国出生，
现定居澳大利亚的悉尼。她毕业于谢
菲尔德大学，专业为法律。 她从 2002
年开始全职从事艺术设计工作。

2023 年 1 月 14 日，马恩岛邮政
发行 1 套 4 枚农历生肖兔年邮票。这

套邮票由 Stanley Chow 设计。 这位
艺术家出生在英国的曼彻斯特，父母
是从中国香港移民过来的， 家境殷
实，没有限制他以艺术为生，这位艺
术家在采访中说道“希望我的父母以
我设计的这套兔年邮票为荣”。

2023 年 1 月 17 日 ， 澳大利亚
邮 政 为 圣 诞 岛 （The Territory of
Christmas Island） 发行 1 套 3 枚农
历生肖兔年邮票和 1 枚小全张 。 3
枚邮票分别以福星、 寿星和禄星为
主题， 而且票面上还有中文的 “兔”
字。

（集邮博览官微）

多国邮政发行农历生肖兔年邮票

近日，在江苏省苏州市邮政管理
局积极推动下，团市委联合市交通广
播电台，在市工业园区顺丰速运青丰
驿站举办 “献给为城市奔跑的你 ”
———苏州“青新聚力”主题活动，为寒
冬中冒疫奔忙的快递员送上暖 “新”
下午茶。

活动现场，向快递员们发放了千
份奶茶、面包、保暖手套和新春福袋，
现场还设有法律援助、心理咨询等专

属服务点。团市委为“两员两司机”群
体打造的专属 IP 也在现场亮相，吸
引了快递员们驻足合影。

苏州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
进快递员关心关爱工作，聚焦“让苏
州对青年更友好”“让青年在苏州更
有为”，增强全市快递员的认同感、归
属感和幸福感， 推动行业高质量发
展。

（江苏邮管局）

暖“新”下午茶 献给为城市奔跑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