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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抗疫 双向奔赴

杭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公开信
程序提前做好报备（小程序二维码附后），
这样可以简化入杭通道人工信息核验步
骤，
实现快速通行。
2. 完成“落地检”。
“落地检”是防范输
入性疫情的重要举措，我们在机场、火车
站、长途客运站、高速公路卡口等地设置
核酸采样点，免费检测，即采即走。请您
在 1.5 小时内完成
“落地检”。
3. 做到“三天三检三不”。根据奥密
克戎变异株的特点，目前潜伏期一般在 3
天左右，
为了早发现、
早处置，
及时防范风
险，请您在“落地检”后第二天开始实行
“三天三检”
，
自觉遵守
“三天三检”
完成前
不聚餐、不参加聚集活动、不进入公共场
所的防疫要求，在此期间，允许在规范做
好个人防护前提下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请广大市民及外地来杭朋友保持风
险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进出公共
场所 、乘坐公共交通要自觉扫验“场所
码”。如您碰到困难，可拨打杭州市各
区、县（市）健康码咨询服务热线（电话号
码附后）。
感谢广大市民及外地来杭朋友的理
解与支持。为了自
身安全，亲人健康和
城市有序运行，让我
们携起手来，并肩抗
疫 ，共 克 时 艰 ，相 互
支 持 ，相 互 配 合 ，共
同呵护美好家园。
杭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2 年 11 月 23 日

入杭报备二维码

广大市民及外地来杭朋友：
战疫三年，一千多个日夜我们负重
前行，期许熟悉的市井烟火气息永不散
去。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双向奔赴。
然而，
来自新冠病毒的威胁从来没有
解除。自 11 月以来，
国内本土疫情形势严
峻复杂，
部分地区疫情加速扩散，
新增感染
者数量持续增加，
外防输入的压力增大。
为了筑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进一
步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
性，最大程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保障广
大市民的健康安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温馨提醒省外来杭返杭人员：
1. 完成入杭报备。为了能快速通过
机场、火车站和高速出口等交通卡口，建
议您入杭前 24 小时内，通过入杭报备小

杭州市各区、县（市）
健康码咨询服务热线
区、县（市）

热线电话

区、县（市）

热线电话

上城区

0571-89501060

钱塘区

0571-89898585

拱墅区

0571-88112345

富阳区

0571-63312345

西湖区

0571-89510439

临安区

0571-63745776

滨江区

0571-89521700

桐庐县

0571-967000

萧山区

0571-82891152

淳安县

0571-64823080

余杭区

0571-88693073

建德市

0571-64720323

临平区

0571-86185202

西湖风景名胜区 0571-87179619

■国际时讯

巴西葡萄牙亮相 C 罗内马尔登场
卡塔尔世界杯 24 日将迎来 G、H 组
四场比赛，两位备受瞩目的球星——C
罗和内马尔将登场。

葡萄牙 VS 加纳

黄河岸边赏天鹅
初冬时节，大批天鹅陆续南迁来到河南省三门峡市黄河湿地栖息越冬。近年来，当地大力推进黄河湿地生态建设，加强天鹅保护力度，来这里越
冬的天鹅数量逐年增多。图为 11 月 23 日，天鹅在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嬉戏。

提高居民养老保障水平，个人养老金如何发力？
——来自 2022 金融街论坛年会的观察
前不久，
《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正式
发布，引发广泛关注。在 2022 金融街论坛
年会上，来自部委、学术界、金融机构等方
面的权威人士就如何推动我国个人养老
金发展展开讨论。
“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
愿参加、
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
人社部副部长李忠说，
要充分利用税收优惠
等支持政策，引导具备条件的人员积极参
加，
让他们在退休后能够再多一份保障。
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包括三大支柱——
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
养老金制度和市场化的个人商业养老金融
业务。作为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个人养老金市场需求不容忽视。
“我国居民存款已经超过 110 万亿元，
社会财富转化为长期养老资金的潜力巨
大，为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提供了良好

基础。”银保监会人身险部主任陈映东说，
去年以来，银保监会陆续推出专属商业养
老保险、养老理财、特定养老储蓄等试点，
取得积极成效。
记者了解到，
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里的
资金，
可以自主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
款、
理财产品、
商业养老保险、
公募基金等。
为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实施，支
持金融机构积极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金
融监管部门已出台相关配套规定，明确金
融机构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条件、产品
要求、经营规则等，同时指导搭建金融行
业信息系统，支持交易和信息交互。
多位与会嘉宾表示，银行、保险、基金
等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各自行业优势，创
新产品供给，为不同人群提供更多看得明
白、
操作便捷、
收益稳健的个人养老金产品。
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

任郑秉文看来，产品收益率是关乎个人养
老金制度吸引力的重要因素。金融机构
承担着为老百姓“养老钱”保值增值的任
务，这需要金融机构提升资产配置能力，
也需要加快投顾行业发展，从而吸引更多
人参与到制度中来。
“我们要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
审慎投资理念，不断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通过优化投资组合，降低投资成本，把投
资收益保持在一定水平。”国民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涛说。
“从国内外养老金融发展历程来看，
个
人养老金市场从起步到壮大还需要较长时
间。
”
陈映东说，
金融机构要久久为功，
平衡
好短期与长期、风险与收益、效益与成本的
关系，
抓好经营管理，
切实防范风险。金融
监管部门也将密切关注政策实施效果，充
分听取各方意见，
适时研究完善监管规定。

亚队有一定搅局能力，但防线薄弱，有
可能被巴西打穿。

乌拉圭 VS 韩国

37 岁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C 罗）将第五次披挂上阵。尽管 C 罗
本赛季状态下滑，但无疑是全队领袖。
C 罗有望打破纪录，成为连续五届世界
杯进球的球员。
锋线莱奥的稳定发挥，将是球队进
攻流畅的保障；贝尔纳多·席尔瓦和费
尔南德斯将领衔中场；维蒂尼亚与马里
奥搭档实力不俗；后防线上，佩佩 39 岁
高龄是否会影响状态有待验证。
小组赛中，葡萄牙队的目标是力争
第一，才能避免淘汰赛阶段早早和巴西
队相遇。
从纸面上看，加纳队具备小组突围
的想象空间，但前进之路注定艰难：队
伍在世界杯前没有经历多少真正的锤
炼，
锋线火力明显不足。

这可能是苏亚雷斯、卡瓦尼等老将
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他们正帮助乌拉圭
年轻人迅速成长，经验是这支队伍的宝
贵财富。中场巴尔韦德、本坦库尔、贝
西诺等人攻守兼备，值得期待。乌拉圭
的出线概率较大，但稍不留神也有出局
可能。
快速的攻防转换是韩国队特点。
过去四年，韩国队在本托率领下不断尝
新，效仿欧洲球队，球员的技战术能力
提升不小。
此番带伤出战的孙兴民会在多大
程度上影响球队走向仍是未知。金玟
哉、黄喜灿、郑优营、李在城等一批效力
于欧洲俱乐部的球员值得期待。
“太极虎”全取三分虽然不易，但有
四年前打懵德国队的经历，爆冷也并非
全无可能。

巴西 VS 塞尔维亚

瑞士 VS 喀麦隆

夺冠热门巴西队的目标是在球衣
上绣上第六颗星。
蒂特的苦恼可能是锋线上选择太
多。30 岁的内马尔是进攻核心，他今
年状态火热，在 8 月以来的各项比赛
中，
几乎每场都能贡献进球和助攻。
理查利森是除内马尔外，今年进球
最多的球员。维尼修斯是本届世界杯
最受关注的新星之一。拉菲尼亚、罗德
里戈、安东尼、热苏斯……基本都是欧
洲各大豪门主力。
巴西队拥有多名在英超效力的顶
级后腰，蒂亚戈·席尔瓦、米利唐和马尔
基尼奥斯，构建起了一条“老中青”结合
的世界级后防。
这是塞尔维亚队第三次参加世界
杯，此前他们均未能小组出线。塞尔维

瑞士队从来不是夺冠热门，但没有
一支强队敢小看他们，近年的每届大
赛，
几乎都有瑞士队创造的
“冷门”
。
瑞士队善于利用反击和定位球取
得进球。扎卡是“头号球星”，沙奇里大
赛经验丰富，门将索默的状态会直接影
响瑞士队表现。
喀麦隆一直以强硬的身体对抗、简
单有效的战术著称。在主帅里格贝特·
宋带领下，该队踢得极具侵略性，几名
关键球员近期在五大联赛表现优异，但
全队整体实力一般。
世界杯舞台上，喀麦隆面对欧洲强
队时，往往难求一胜。首战瑞士，保平
就是胜利。

卡塔尔世界杯·今日看点

美国弗吉尼亚州超市发生枪击事件致数人死伤
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市
一家超市 22 日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
数人死伤。
切萨皮克市警方向媒体通报说，他
们当天晚上 10 时 12 分接到报警电话，
警察抵达现场后发现数人死亡，另有多
人受伤，嫌疑人也已死亡，目前无法提
供更多信息。

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现场外有多
辆警车，警方正在进行调查，并要求当
地居民远离现场。
美国网站“枪支暴力档案”最新数
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 600 余起造成
至少 4 人死伤的严重枪击事件，近 4 万
人因枪支暴力失去生命。

印尼展开地震灾区善后营救工作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下线
记者 23 日从三峡集团了解到，由三峡
集团与金风科技联合研制的 16 兆瓦海上
风电机组在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
园下线。该机组是目前全球单机容量最
大、叶轮直径最大、单位兆瓦重量最轻的
风电机组，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大容量机
组在高端装备制造能力上实现重要突破。
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表
示，16 兆瓦机组的成功下线，标志着我国
风电装备产业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
再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下一步，将加
大力度推广使用我国自主研发、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大国重器”，以实际行动支持
先进装备制造业。
据了解，此次下线的单机容量 16 兆瓦
海上风电机组，叶轮直径 252 米，叶轮扫风
面积约 5 万平方米，
约相当于 7 个标准足球
场大；
轮毂高度达 146 米，
约相当于一座 50
层大楼的高度。在满发风速下，单台机组
每转动一圈可发电 34.2 千瓦时。根据多年

据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 22 日公布的最新消息，印尼西爪哇省 21 日发生的 5.6 级
地震已致 268 人死亡。灾区营救和各项善后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图为 11 月 23 日，人们
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展玉地区地震受损建筑的废墟中进行搜救。

平均发电量设计值，单台机组每年可输出
超过 6600 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能够满足

3.6 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用电，可节约
标煤约 2.2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约 5.4 万吨。

（本版图文报道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