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疫情，今年读高三的儿子只能在家上网

课，但是儿子却总是沉迷于打游戏，劝也不听，我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位宁夏中卫市的母

亲无奈之下拨打了当地的心理咨询热线。很快

有专业人员和她对接并给孩子进行了辅导，现

在孩子的学习状态好多了，母亲也没那么焦虑了。

心理咨询师提供电话服务，是中卫市针对

抗疫中出现的情绪问题，主动作为开辟的新服

务领域之一。宁夏共开通了 500 多条心理咨询

服务热线，帮助各类人群缓解不良情绪，化解

心理危机，在及时有效疏导情绪和减轻疫情期

间群众心理压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疫情中，和那位打电话的母亲求助的情

况类似，有些人在上网课、远程办公、小区封

控、足不出户等境遇中遇到了新问题。在和疫

情的遭遇战中，人们难免有心理压力。对有困

难的群众要提供耐心的引导、细心的服务，以

及有爱心的关怀，巩固抗疫中的心理防线，最

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疫情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一些冲击，面对疫情

复杂变化，各地各部门要更加耐心纾解群众的情

绪。抗疫斗争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需要倾

听群众心声，耐心解决群众问题，积极主动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比如疫情严重地区更加注重保障生

活物资供应充足，物流配送畅通，人们就多些安稳；

加强信息发布，沟通交流顺畅，群众就少些紧张。

心理疏导要细心解决老百姓在疫情防控中

遇到的具体问题。把工作做细做实、设身处地

体会不同群体的冷暖安危和差异化诉求，会让心理疏导起

到更好效果。比如不少地方帮助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及其

密切接触者减轻心理压力，有利于尽快康复；对老幼病残

孕等特殊群体，加大关心与帮助力度；对日夜坚守奋战一

线的防疫人员，做好保障，尽力解决后顾之忧。

做好心理疏导，有效化解不良情绪，还要在工作中有

更多的爱心。从近三年的抗疫实践中，各方也逐渐总结

出一些有助于群众减轻心理焦虑的人性化、便利化的服

务。比如专门为隔离观察人员或黄码人员提供诊疗服务

的“黄码医院”、多地多部门设立投诉平台和热线电话及

时推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开通“在线心理援助+心理

辅导热线”等。做好这些保障工作，能将真情和暖意切实

传递到每一个人，让群众感觉到贴心方便，进而安心。

11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做

好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凝心方能聚力。抗疫中的心理

疏导跟得上、做到位，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

理、松劲心态，我们一定能够尽快打赢抗疫的大仗硬仗。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1月 28日电）

抗
疫
需
要
耐
心
、细
心
，更
要
有
爱
心

新华时评

国 内2022年 11月 29日 星期二 JIANGXI DAILY 3■ 责任编辑 谢彤宇 钱鹰飚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将于 11 月 29 日 23 时 08 分发

射，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和张陆三人组成。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28日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举行的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季启明说，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

间 11 月 29 日 23 时 08 分发射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飞行

乘组由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和张陆组成，费俊龙担任

指令长。航天员费俊龙参加过神舟六号载人飞行任

务，邓清明和张陆都是首次飞行。

季启明说，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五

火箭即将开始推进剂加注。

季启明表示，此次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的第六次

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建造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航

天员乘组将在轨工作生活 6 个月，任务主要目的为：验证

空间站支持乘组轮换能力，实现航天员乘组首次在轨轮

换；开展空间站舱内外设备及空间应用任务相关设施设

备安装与调试，进行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进行空间站

日常维护维修；验证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常态化运行模式。

按计划，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

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形成

三舱三船组合体，这是中国空间站目前的最大构型，总

质量近百吨。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

将迎来天舟六号货运飞船、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来

访对接，计划于明年 5 月返回东风着陆场。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工作正常，具

备交会对接与航天员乘组轮换条件。神舟十五号载人

飞船和长征二号 F 遥十五运载火箭产品质量受控，神舟

十五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

定，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乘组计划于一周内完成在轨轮换任务，返回东风着陆场。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是空间站三舱组合体组装

完成后，第一个到访的乘组。

任务期间，航天员乘组将重点开展 6 个方面工作。

神舟十五号今日23时08分发射
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和张陆三人组成 重点开展六方面工作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将
于 11月 29日 23时 08分发射，
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费俊龙、邓
清明和张陆三人组成。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
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 28日上
午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神
舟十五号飞行任务是中国空
间站建造阶段的最后一棒，也
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
第一棒，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
作用。任务期间，航天员乘组
将重点开展6个方面工作。

季启明回答记者提问时
表示，神舟十四号任务创造
了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多个
“首次”。

季启明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神舟十四号任务创

造了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多个“首次”。

自 6 月 5 日神舟十四号飞船发射入轨以来，航天员

乘组已在轨工作生活 176 天。

季启明介绍，神舟十四号乘组在轨任务安排饱满，

是空间站任务实施以来的“最忙乘组”。任务期间，乘组

与地面配合完成了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建造，经

历了 9 种组合体构型、5 次交会对接、2 次分离撤离和 2 次

转位任务，开展了大量空间站平台巡检测试、设备维护、

维修验证、物资管理和站务管理等工作，进行了两个实验

舱多个实验机柜的解锁安装，按计划实施了多项科学实

验与技术试验，完成了1次“天宫课堂”太空授课。

神舟十四号任务创造了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多个

“首次”：一是首次实现两个 20 吨级的航天器在轨交会

对接；二是首次实现空间站舱段转位；三是航天员乘组

首次进入问天、梦天实验舱，开启中国人太空“三居室”

时代；四是首次实现货运飞船 2 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

接，创造了世界纪录；五是首次利用气闸舱实施航天员

出舱活动，并创造了一次飞行任务 3 次出舱的纪录；六

是首次使用组合机械臂支持航天员出舱活动；七是航

天员乘组首次在轨迎来货运飞船来访。

此外，季启明介绍，即将首次开展飞行乘组在轨轮

换，迎来六名中国航天员同时在轨飞行的历史时刻。

季启明说，按照计划，神舟十四号乘组返回前要把

空 间 站 设 置 为 六 人 在 轨 模 式 ，为 新 乘 组 入 驻 做 好 准

备。乘组轮换期间，主要完成空间站组合体与物资状

态以及实验项目的工作交接。同时，神舟十四号乘组

还将为返回地面继续开展相关针对性准备工作。

季启明表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

外空司、欧洲空间局共同遴选的多个空间科学应用项

目正在按计划实施，相关载荷将于明年开始陆续进入

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

季启明表示，在中国空间站研制建设过程中，我们

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与多个

航天机构和国际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流合作。目

前，与联合国外空司、欧洲空间局共同遴选的多个空间科

学应用项目正在按计划实施，相关载荷将于明年开始陆

续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

季启明说，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目前正在初

选阶段，港澳民众反响热烈。

为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后续任务需要，我国第四批预

备航天员选拔已于 9 月全面启动，计划选拔 12 至 14 名预

备航天员，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

选拔实施以来，港澳特区政府周密组织，有关科研

机构全力协助，港澳广大民众反响热烈。

季启明表示，十分期待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队伍中

看到港澳航天员的身影。

季启明说，部分第三批航天员已开始后续飞行任务

的针对性训练，在不久的将来会陆续加入空间站任务的

飞行乘组，逐渐成为主力军。

我国于 2020 年 10 月完成第三批 18 名预备航天员选

拔，包括7名航天驾驶员、7名飞行工程师、4名载荷专家。

季启明介绍，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过两年多刻苦训

练，目前已完成了全部基础科目和大部分专业技术科目的

训练内容。按照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规划，部

分第三批航天员已开始后续飞行任务的针对性训练。

季启明表示，不久的将来，部分第三批航天员将会

陆续加入空间站任务的飞行乘组，逐渐成为主力军。

神舟十四号任务创造多个“首次”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将迎神舟十六号来访

首批国际合作项目载荷明年进入中国空间站

第三批航天员
将陆续执行空间站任务

■链接

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
顺利实施

（综合新华社电）

▶ 11 月 28 日，执行神舟十五

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费

俊龙（中）、邓清明（右）、张陆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

者集体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费俊龙，男，汉族，籍贯江苏昆山，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65年5月出生，1982年6月入伍，1985

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专业技术少将军衔。曾任空军

某飞行学院飞行技术检查员,被评为空军特级飞行员。1998年1月入选为我国首批航天员，曾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大队长、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2005年10月，执行神舟六号载

人飞行任务并担任指令长，同年11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

获“航天功勋奖章”。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邓清明，男，汉族，籍贯江西宜黄，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66 年 3 月出生，1984 年 6 月

入伍，1988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大校军

衔。曾任空军某师某团某飞行大队副大队长，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1998 年 1 月入选为

我国首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张陆，男，汉族，籍贯湖南汉寿，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76 年 11 月出生，1996 年 8 月入

伍，1999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二级航天员，大校军衔。

曾任空军某训练基地某团司令部空战射击主任，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2010 年 5 月入选

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费俊龙同志简历

张陆同志简历

邓清明同志简历

这是 11 月 28 日拍摄的湖南平益高速。湖南省首条

智慧高速——湖南平江（湘赣界）至益阳高速公路全线通

车运营。平益高速公路是湘赣边省际新通道。平益高速

通过智慧综合运营管理平台等智慧应用，能够实现缓解

交通拥堵等功能。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湖南首条智慧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
平益高速公路是湘赣边省际新通道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

国清同志不再兼任辽宁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郝鹏

同志任辽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辽宁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 （记者刘慧）证监会新闻

发言人 28 日就资本市场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答记者问。证监会决定在股权融资方面调整优化 5 项措

施，并自即日起施行。

恢复涉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及配套融资。允许符合

条件的房地产企业实施重组上市，重组对象须为房地产

行业上市公司。允许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或支

付现金购买涉房资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可以募集配

套资金；募集资金用于存量涉房项目和支付交易对价、补

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等，不能用于拿地拍地、开发新楼盘

等。建筑等与房地产紧密相关行业的上市公司，参照房地

产行业上市公司政策执行，支持“同行业、上下游”整合。

恢复上市房企和涉房上市公司再融资。允许上市房企

非公开方式再融资，引导募集资金用于政策支持的房地产业

务，包括与“保交楼、保民生”相关的房地产项目，经济适用房、

棚户区改造或旧城改造拆迁安置住房建设，以及符合上市公

司再融资政策要求的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等。允许其

他涉房上市公司再融资，要求再融资募集资金投向主业。

调整完善房地产企业境外市场上市政策。与境内A股

政策保持一致，恢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H股上市公司再融资；

恢复主业非房地产业务的其他涉房H股上市公司再融资。

进一步发挥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盘活房企

存量资产作用。会同有关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动保障

性租赁住房 REITs 常态化发行，努力打造 REITs 市场的

“保租房板块”。鼓励优质房地产企业依托符合条件的仓

储物流、产业园区等资产发行基础设施 REITs，或作为已

上市基础设施 REITs 的扩募资产。

积极发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用。开展不动产私募

投资基金试点，允许符合条件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设

立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引入机构资金，投资存量住宅地

产、商业地产、基础设施，促进房地产企业盘活经营性不

动产并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证监会在股权融资方面调整优化5项措施

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