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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11
月 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四届
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俄能源合作是
两国务实合作的重要基石，也是

维护全球能源安全的积极力量。
面对外部风险挑战，中俄双方加
强沟通协作，推进重大合作项目，
显示出中俄能源合作的强劲韧
性，诠释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的广阔前景。中方
愿同俄方一道，打造更加紧密的
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促进能源清
洁绿色发展，共同维护国际能源
安全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国

际能源市场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同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第
四 届 中 俄 能 源 商 务 论 坛 致 贺
信。

习近平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据新华社上海11月29日电（记者贾
远琨）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 29日向中国
商飞公司颁发了国产大飞机 C919 的生
产许可证。这标志着我国具备了批量生

产制造大型客机的能力，为拉动民航制
造业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了条件。

C919 飞机是中国商飞公司设计研
制生产的 150 座级国产大型客机，也是

继中国商飞公司ARJ21-700飞机后第二
款获得民航局生产许可证的国产喷气
式客机，其总装生产基地位于上海浦东
祝桥。

新华社北京 11月 29日电 为提升
儿童健康水平，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加强
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近日印发《3岁以下婴幼儿健康养育
照护指南（试行）》。

婴幼儿时期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
期，这一时期大脑和身体快速发育。指南
聚焦 0至 3岁这一关键阶段，强化医疗机
构通过养育风险筛查与咨询指导、父母课
堂、亲子活动、随访等形式，指导养育人掌
握科学育儿理念和知识，为婴幼儿提供良
好的养育照护和健康管理，为儿童未来的
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父母是婴幼儿养育照护和健康管理
的第一责任人。指南明确要求养育人应
定期带婴幼儿接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 0至 6岁儿童健康检查，接受医疗
机构儿童保健人员的指导，学习掌握儿童
生长发育知识和技能，不断提高科学育儿
能力。同时，要主动关注自身健康，定期
体检，及时发现和缓解养育焦虑，保持身
心健康。

科学的养育照护和健康管理是促进
婴幼儿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指南强调
养育人要学习并掌握养育照护和健康管
理的各种技能和方法，在养育实践中与儿

童同步成长；通过指导，使养育人了解、辨
识婴幼儿常见健康问题，掌握相应的家庭
护理技能；遵循婴幼儿生长发育规律和特
点，尊重个体特点和差异，为婴幼儿提供
科学的养育照护，促进儿童早期发展。

指南结合我国实际，从生长发育监
测、营养与喂养、交流与玩耍、生活照护、
伤害预防、常见健康问题的防控及照护等
6个方面，着力促进婴幼儿全面发展，要求
儿童保健人员为婴幼儿养育人提供咨询
指导，提高养育人养育照护技能，促进儿
童早期在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方面
得到全面发展。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记者周
玮、徐壮）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北京
时间 11月 29日晚，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
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
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7届常会上通过
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据介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
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摘、茶的手
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和分享的知识、技
艺和实践。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开始种茶、采茶、
制茶和饮茶，发展出绿茶、黄茶、黑茶、白
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
工茶，2000多种茶品供人饮用与分享。

传统制茶技艺主要集中于秦岭淮河
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
和华南四大茶区，相关习俗在全国各地
广泛流布，为多民族所共享。成熟发达
的传统制茶技艺及其广泛深入的社会实
践，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文化多
样性，传达着茶和天下、包容并蓄的理
念。

通过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
等，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深受世界各国
人民喜爱，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人民相知
相交、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
的重要媒介，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 43 个项目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名册，居世界第一。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

这是11月29日在山东青岛拍摄的企鹅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FPSO）（无人机照片）。
当日，由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英国业主量身定制的“海上油气巨无霸”——巨型智能

集成化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FPSO）在山东青岛顺利交付。该装置整体高度 118 米，总重
约3.2万吨。 新华社 发

海上油气
巨无霸

国家卫健委印发

《3岁以下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指南（试行）》

国产大飞机C919获颁生产许可证

新华社南京11月 29日电（记者彭
韵佳、邱冰清）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采协
议期满后接续采购 29 日在江苏常州产
生拟中选结果。此次接续采购共 10 家
企业的 14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企业中
选率达 91%，平均中选支架价格 770元左
右，加上伴随服务费，终端价格区间在
730元至 848元。

这次接续采购首次探索在全国范围
统一开展接续工作，共 3696家医疗机构
参加报量，采购量约 178 万个。此次接
续采购坚持“带量”原则，探索了适用于
集采协议期满后接续的采购规则，接续
采购的开标将进一步释放集采改革红
利，让患者持续受益。

平均中选价格
约770元

国家组织冠脉支架
集采接续采购开标

国家卫健委

11月28日新增
本土病例3561例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 11月 29日通报，11月 28
日 0-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3624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63
例（广东 19 例，北京 16 例，福建 7 例，上
海 6例，江苏 4例，浙江 2例，重庆 2例，四
川 2例，内蒙古 1例，辽宁 1例，山东 1例，
湖北 1例，陕西 1例），含 7例由无症状感
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浙江 2例，广东 2例，
江苏 1 例，福建 1 例，重庆 1 例）；本土病
例 3561 例（广东 1168 例，北京 957 例，重
庆 209例，四川 177例，河南 164例，云南
144例，山西 135例，内蒙古 90例，山东 59
例，浙江 57例，福建 57例，黑龙江 50例，
湖南 41 例，陕西 38 例，湖北 26 例，辽宁
24例，吉林 23例，新疆 23例，江苏 22例，
上海 20 例，河北 19 例，贵州 18 例，海南
12 例，青海 7 例，安徽 5 例，广西 4 例，天
津 3例，江西 3例，西藏 3例，甘肃 3例），
含 94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广东 699 例，重庆 71 例，云南 31 例，浙
江 22 例，四川 18 例，北京 16 例，河北 16
例，黑龙江 13例，河南 13例，山西 10例，
湖南 9例，福建 5例，陕西 5例，青海 5例，
山东 3 例，甘肃 3 例，内蒙古 2 例，广西 2
例，江苏 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
增疑似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