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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日
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
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
革命家，我国经济建设战
线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
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
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委员长姜春云同志的
遗体，2日在北京八宝山革
命公墓火化。

姜春云同志因病于
2021 年 8 月 28 日 20 时 57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姜春云同志病重期
间 和 逝 世 后 ，习 近 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
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
通过各种形式对姜春云
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

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 日上午，八宝山革

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
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
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
悼念姜春云同志”，横幅
下方是姜春云同志的遗
像。姜春云同志的遗体
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
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
产党党旗。

上午 9 时 45 分许，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赵乐际、韩正等，在哀
乐声中缓步来到姜春云同
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姜
春云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
向姜春云同志亲属表示深
切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
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
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姜春云同志生前友
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
别。

姜春云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姜春云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
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姜春云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
深切慰问

9 月 2
日，姜春云同
志遗体在北
京八宝山革
命 公 墓 火
化。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赵
乐际、韩正等
前往八宝山
送别。这是
习近平向姜
春云亲属表
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 发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记
者安蓓）《“十四五”推进西部陆
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
案》2 日发布。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基本建成经济、高效、
便捷、绿色、安全的西部陆海新
通道。东中西三条通路持续强
化，通道、港口和物流枢纽运营
更加高效，对沿线经济和产业
发展带动作用明显。

西部陆海新通道位于我国
西部地区腹地，北接丝绸之路
经济带，南连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在
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
战略地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司副
司长周小棋在当日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实施方案明确了
主通道畅通高效、港航能力显
著增强和通道经济初具规模等
方面阶段性目标，并明确了各
方面主要任务。

他介绍，在加快推进主通
道建设方面，畅通西线通路，扩
能中线通路，完善东线通路，加
强通道内联辐射和推进通道对
外联通。在强化重要枢纽功能
方面，加快广西北部湾国际门
户港建设，打造海南洋浦区域
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推动重庆
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建设，建
设成都国家重要商贸物流中
心，完善沿线枢纽与集疏运体
系，稳步推进沿线重要国家物
流枢纽和节点建设。

周小棋说，在提高通道运
输组织与物流效率方面，大力
发展铁海联运和国际班列班
车，优化航线航班组织，加强
通道协同联动，共建共享运营
组织平台，培育多元化通道运
营企业。在推动通道降低成
本和优化服务方面，着力降低
通道运行成本，深入推进“一
单制”，培育发展专业化物流
服务，推进口岸功能升级，提
高通关便利化水平。在构建
通道融合开放发展新局面方
面，加快通道经济发展，发挥
通道对区域协调发展支撑引
领作用，拓展全球服务网络，
完善国际合作机制，深化经贸
交流合作。

新华社北京9月2日
电（记者高敬、黄垚）国家
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 2
日介绍，今年夏季我国北
方总体降水比较多，北京
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65.2%，降水偏多比较明
显。

在中国气象局 2日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贾小
龙表示，今年夏季北京的
降水量达 626.9 毫米，是
1961 年以来第 3 多，仅次
于 1969 年和 1994 年。华
北地区降水量 421.4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多 33.9%，
是 1995年以来同期最多。

他表示，预计 9 月份

华北地区的降水仍较常
年同期偏多，华北北部偏
多 1至 2成，华北、北京多
雨态势可能会持续一段
时间。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
任薛建军介绍，今年以
来登陆我国台风个数偏
少、强度偏弱，但是台风

“烟花”登陆以后移动速
度非常慢，影响时间长，
影响范围广。预计 9 月
份，在西北太平洋和南
海海域可能有 4 至 5 个
台风生成，接近常年同
期，其中有 1 至 2 个登陆
或影响我国华东和华南
沿海地区。

新华社北京9月2日
电（记者樊曦）记者 2日从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中
欧班列开行保持强劲增
长态势，截至 8月底，累计
开行 10030 列，发送集装
箱 96.4万标箱，同比分别
增长 32%、40%，往返综合
重箱率达 97.9%，较去年
提前 2个月实现年度开行
破万列。

这也是中欧班列自
2020 年 5 月起连续 16 个
月单月开行千列以上，
自 2021 年 5 月起连续 4
个 月 单 月 开 行 超 1300
列。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
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国
铁集团针对中欧班列运
输需求旺盛的情况，不断
完善国内外协调机制，全
力承接海运、空运转移货
源，提高口岸通过能力，
加强运输组织，提升运营
效率，为畅通中欧贸易往
来持续发挥战略通道作
用。

目前，中欧班列已铺
画 73条运行线路，通达欧
洲 23个国家的 170多个城
市，运输货品达 5万余种，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运输支撑。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5年将基本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

这是9月2日拍摄的则岔石林景区景色（无人机照片）。
平均海拔 3000 米以上的则岔石林景区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

曲县拉仁关乡境内，集森林、草原、石林等景观为一体，刀劈斧削般的自然
景观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独具特色。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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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岔石林

中欧班列今年
开行超万列

今夏北京降水量
较常年偏多六成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