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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塔尔世界杯开赛才几天，超长补时
的趋势已经显现，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超
长补时的场次或将越来越多。
　　英格兰队对伊朗队的小组赛总补时
近半小时，上半场补时15分钟，下半场补
时14分钟。对于本届世界杯的超长补时，
其实是国际足联希望球迷能有更多的时
间欣赏有效比赛，希望确保常规的90分钟
时间能够更多成为场上竞技时间。
　　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20
日在赛前媒体吹风会上就透露了本届世
界杯会出现超长补时的信息，他当时说：
“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我们就曾尝试补
齐时间，所以你当时就看到过6、7、8分钟
的补时。”科里纳透露，国际足联要求第四
官员要紧盯赛场上有效比赛之外流失的

每一秒，这些流失的时间包括伤停、替换
球员、红黄牌、进球庆祝、VAR（视频助理
裁判）查看，当然还有老套的领先一方刻
意浪费的时间。赛场上这些竞技之外累计
流失的时间，都要完整地补回来。
　　22日阿根廷队对沙特阿拉伯队的比
赛，下半场原定补时8分钟，因为沙特阿拉
伯队球员补时阶段伤停时间较长，最后补
时持续了近14分钟比赛才结束，说明裁判
组在执行新补时政策上不折不扣。根据数
据网站OptaJoe的统计，在22日阿根廷队对
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后，世界杯历史上最
长的五个半场补时都来自本届赛事。21日
荷兰队对塞内加尔队和美国队对威尔士
队的下半场实际补时都超过11分钟，对于
超长补时，科里纳明言目的就是让球迷有

更多时间欣赏比赛，另外国际足联对于场
上刻意浪费时间的行为也很气愤。
　　2017年，荷兰足球名宿范巴斯滕在担
任国际足联技术发展部总监时就注意到，
无论球场上发生了什么，裁判通常都是上
半场补时1-2分钟，下半场补时3-4分钟，
他当时曾建议世界杯比赛采用“60分钟停
表”模式，有效比赛时间持续60分钟，比赛
一旦中断就停表，比赛重启再开表，类似
于篮球比赛的计时方式。科里纳表示，国
际足联无法接受有效比赛时间只有42-45
分钟，所以裁判委员会本届世界杯开始执
行新的补时办法。VAR回放查看要耗时2
分钟，进球庆祝需要1分钟到1分半钟，一
场比赛仅进球庆祝可能就要消耗3-5分
钟，这些都是需要考虑补回来的时间。

　　对于超长补时是带来了更多戏剧效
果还是更多体能消耗，自然是有争议的。
补时更长，中立球迷当然高兴，可以有更
多时间欣赏比赛。对于落后一方的球队和
球迷，可以有更多机会扭转局面，自然也
是乐见其成。但比分领先的球队及其球
迷，通常就会有意见甚至怨言，21日英格
兰队6：2大胜伊朗队的比赛后，英格兰队
主教练索斯盖特就表达了对超长补时的
质疑，他说：“上下半场共补时近半小时，
我们需要专注的时间太长，后来我们的专
注度下降，比赛节奏慢了下来，我们自然
就没了效率。”索斯盖特暗示比赛最后时
刻送给伊朗队的点球与超长补时脱不了
关系。
       （新华社多哈11月22日电）

超长补时，世界杯新动向
　　11月21日16时许，河南安阳市
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
灾。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8人死
亡、2人受伤。事故发生后，习近平
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
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做好家属安
抚、善后等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
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强调，临近
年终岁尾，统筹发展和安全各项工
作任务较重，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
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各
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
大事故发生。
　　河南等地接连发生火灾等安
全生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教训十分深刻！安全生产关系千家
万户，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日松，各
地要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此
次火灾事故发生后，在全力救治受
伤人员，妥善做好家属安抚、善后
等工作的同时，要认真开展事故调

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
严肃追责问责。各地各有关方面要
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各项
安全生产责任措施，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持之以恒抓好安全
生产工作。
　　安全生产，要坚持防患于未
然。防范事故，必须从大量的事故
征兆、苗头、隐患入手。此次事故为
安全生产特别是消防安全敲响警
钟，各地要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
隐患，真抓实干把风险查在前、把
漏洞补在前。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
求。各地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安全发
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
过程，扭住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这
个“牛鼻子”，以更主动的担当、更
有效的作为，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
安全放在首位落到实处。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坚决防范和遏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

■新华时评

  据新华社日内瓦11月22日电
 （记者 刘曲）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21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知识产权
指标》报告显示，尽管受到新冠大
流行带来的经济衰退影响，2021年
全球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的知识
产权申请量仍创下新高，这得益于
中国、韩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申
请量增长。
　　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创新者
提交了340万件专利申请，同比增
长3.6%。亚洲各主管局受理的申请
量占全世界总量的67.6%。其中，来
自中国、韩国和印度的申请量分别
增长了5.5%、2.5%和5.5%。

　　在报告汇编的约150个国家和
地区数据中，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在2021年受理了159万件专利申
请，排名第一。美国、日本、韩国和
欧洲的相关机构紧随其后。
　　此外，在商标申请和工业品外
观设计申请数量方面，中国也都居
世界第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
鸿森表示，数据显示，知识产权申
请量持续不断增长，主要是由亚洲
的增长所推动。新冠大流行期间的
知识产权申请量走强表明，尽管大
流行造成了经济和社会混乱，但全
世界的人们仍在继续创新和创造。

报告显示亚洲推动

全球知识产权申请量创新高

  据新华社郑州11月23日电
 11月21日16时许，河南省安阳
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发生
一起特别重大火灾事故，造成38
人死亡、2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李克强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
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调查组，
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全国
总工会、河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
面参加，对河南安阳市凯信达商贸
有限公司“11·21”特别重大火灾事
故进行调查。
　　11月23日下午，国务院河南安
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11·21”

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在安阳
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
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
对调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
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客观
精准认定责任，实事求是提出处理
建议，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推
动地方政府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
一反三深化整治，严格落实责任，
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遏制
重特大事故。

国务院成立河南安阳“11·21”

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

  据新华社郑州11月22日电
 应急管理部工作组22日赶赴河
南安阳，指导“11·21”特别重大火
灾事故处置工作。
　　工作组抵达安阳后，立即赶赴
事发地点，详细察看事故现场情
况、了解救援处置进展。随后召开
专题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领导同志
批示要求，听取河南省和安阳市应
急处置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
一步事故处置工作。
　　工作组指出，要在做好灭火救
援、人员搜救工作的基础上，全力
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各项工作。要全
力做好善后工作，组织工作组耐心
细致做好安抚救助、医疗救治、心

理疏导等善后处置工作。要严防次
生事故灾害。要及时准确发布信
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要认真开
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工作组强调，这次事故暴露出
当地安全生产特别是消防安全工
作还存在许多突出问题和薄弱环
节，要举一反三深化整治，深刻吸
取事故教训，深入查找深层次矛盾
问题，督促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
责任措施，迅速开展厂房仓库、物
流仓储、高层建筑等消防安全整
治；全面排查危化、矿山等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隐患，强化电焊等特殊
工种管理，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应急管理部工作组赴河南

指导“11·21”事故处置工作

　　近期，全国本土疫情呈现传播范围广、
传播链条多、疫情波及面扩大的严峻复杂
态势。
　　连日来，我国发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
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印发了核酸检测实
施办法、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案等四个技
术性文件，各地落实情况怎么样？如何更加
精准高效地管控疫情？医疗资源的建设和
配置情况如何？围绕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
回应。
　　问题一：二十条优化措施已公布10多
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又印发了
核酸检测实施办法、风险区划定及管控方
案等四个技术性文件，各地落实情况怎么
样？当前部分地区疫情扩散速度加快，有关
部门如何推进疫情处置？
　　答：当前我国本土疫情形势仍然严峻
复杂，“三个坚定不移”是党中央科学研判
国内外疫情形势对我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
的明确要求。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坚决克服麻痹松
懈心理、等待观望心态，坚持第九版防控方
案和二十条优化措施不动摇、不走样，立足
于防、立足于早、立足于快，科学精准做好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近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通
过视频会商、调度和培训等多种方式，部署
调度各地尽快推进二十条优化措施落实落
地。各地迅速召开调度会、培训会，对本地
区优化防控措施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坚决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
　　各地还结合自身特点和实际，成立工
作专班，印发相关配套文件、落实细则或指
南，将优化措施落实情况纳入常态化督导，
全方位多角度宣传阐释解读二十条优化措
施，制定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根据不同培
训对象组织开展系列培训和分层培训，进
一步推进高效处置疫情。
　　同时，各地进一步加大层层加码问题
整治力度，重点对随意封校停课、停工停
产、未经批准阻断交通、随意采取“静默”管
理、随意封控、长时间不解封、随意停诊等
问题开展整治，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及
时解决群众投诉的急难愁盼问题，确保二
十条优化措施落实到位、落地见效。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在派出
15个疫情防控工作组的基础上，强化视频
会商指导和点对点调度，持续加强对重点

省份疫情处置指导，要求以快制快，坚决控
制住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问题二：当前全国疫情形势仍严峻复
杂，一些地方新冠感染者数量在短时间内
激增，如何更加精准高效地管控疫情？
　　答：更加精准高效地管控疫情，重点要
做到3个“四”：
　　一是落实好“四早”，做好常态化监测
预警，提升疫情监测的敏感度，同时加强对
风险岗位从业人员、重点机构和重点人群
的监测，切实做到风险人员的早发现和早
管控。
　　二是压实“四方责任”，全面落实属地、
部门、单位、个人的四方责任，没有发生疫
情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要落实落细各项常
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一旦发生疫情，要立即
启动应急指挥体系，动员所有的防控力量，
以快制快，同心抗疫，构筑全社会共同防控
的战线。
　　三是做到“四个统筹”，要对核酸检测
力量、流调力量、隔离资源以及对流动人员
的管理进行有效的统筹调配，合理利用防
控资源，形成防控合力。
　　问题三：二十条优化措施要求加强医
疗资源建设，当前各地医疗资源的建设和

配置情况如何？
　　答：我国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
国，老龄人口多、有基础性疾病的人也多，
医疗资源总体上相对不足，地区之间、城乡
之间差异比较大，仍需要提质扩容和区域
均衡布局，特别是补齐重症医疗服务的
短板。
　　为尽最大努力保障好新冠感染者的应
收尽收、应治尽治，同时保障好人民群众日
常的医疗服务，按照要求，对新冠感染者实
施分类救治。对于普通型、重症和有重症风
险的感染者，要及时收入定点医院进行救
治。还有一大部分是轻症以及无症状感染
者，收治在方舱医院。设置方舱医院，就是
为了尽最大可能不影响日常医疗服务，保
障其他医疗机构满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
刚性需求。
　　发生疫情的地区，医疗机构要科学精
准做好疫情防控，不能够以疫情防控为由
对发生疫情风险的医疗机构“一关了之”
“一封了之”。对确需有风险要封控的医疗
机构以及相关科室，要强化应急处置机制，
及时开展环境消杀、风险排查等工作，以最
快的速度排除感染风险，做到快封快解。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不动摇、不走样，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回应当前疫情防控热点

积 分 榜

           胜/平/负  进/失  积分

沙特阿拉伯   1/0/0  2/1  3

波兰      0/1/0  0/0  1

墨西哥     0/1/0  0/0  1

阿根廷     0/0/1  1/2  0

C组

       胜/平/负  进/失  积分

法国    1/0/0  4/1   3

丹麦    0/1/0  0/0   1

突尼斯   0/1/0  0/0   1

澳大利亚  0/0/1  1/4   0

D组

  姆巴佩在卡塔尔世界杯的首场亮
相，就展现出了这位新一代球星的与
众不同——— 他的“一对一”几乎无人能
防，瞬间就能打破局部平衡，这是法国
队向着卫冕目标迈进的关键动力。
  当地时间11月22日晚，法国队迎
战澳大利亚队。面对澳大利亚右后卫
阿特金森的盯防以及其他球员的协
防，在法国队介于433和4231体系中的
姆巴佩，将他冲锋陷阵的左路，演绎成
了“姆巴佩走廊”。减速、假动作、提
速、过人、下底传中、内切中路，法国队
的头号球星在“一对一”上展现出“只
要我想过、我就要过你”的冲击力和霸
气，彻底击垮了“袋鼠军团”的斗志，是
法国队4：1赢得“开门红”的关键人物。
赛后，贡献一次头球和一次助攻的姆
巴佩当选全场最佳球员。
           （本报综合）

  据新华社多哈11月22日电 （记者
 肖世尧 王浩宇 赵建通）“在昨天的
封闭训练中，莱万多夫斯基练了点球，他
一个都没有打丢。但这就是足球，伟大球
员有时候也会罚丢点球。”波兰队主教练
米赫涅维奇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22日进行的C组首轮较量中，波兰
队队长莱万的点球被墨西哥队门将奥乔
亚扑出，波兰队与墨西哥队互交白卷。
　　作为波兰队史最佳射手、两届国际
足联年度最佳球员得主，莱万始终无法
打开世界杯进球账户。对此米赫涅维奇
表示：“我为莱万感到遗憾，我知道他有

多想在世界杯进球。这场比赛对莱万来
说很困难，他没有太多的拿球机会。他能
自己调整，不需要我来告诉他应该怎么
做。我相信在世界杯上莱万会给球队带
来很多帮助。”
　　“这是一场非常接近的比赛，墨西哥
队很有实力，双方都没有创造出太多的
好机会。我们获得了点球机会，但很遗憾
没能取得进球。”米赫涅维奇说。
　　奥乔亚介绍，他在近几周和教练团
队专门研究了莱万的点球。“我看了莱万
很多点球，你也不知道他会踢哪边。很幸
运，这一次我猜对了方向。我要感谢我的

球迷，今天我们就像在主场踢球一样。我
们这个小组的对手很强，我们会遇到很
多困难，但同样墨西哥队也很强，所以我
们的对手也很难。”
　　下一场比赛，墨西哥队将对阵在首
轮爆冷输球的阿根廷队。墨西哥队主教
练马蒂诺认为，输球不会给阿根廷队带
来太大影响。“阿根廷队不在榜首，确实
很奇怪。但无论第一场比赛输赢，阿根廷
队都会全力争胜。我们要面对的是世界
杯冠军的主要竞争者之一，我们会努力
去赢，去踢得更聪明，踢出自己的足球。”
马蒂诺说。

波兰队主帅谈莱万多夫斯基

“伟大球员有时候也会罚丢点球”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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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姆姆巴巴佩佩在在比比赛赛中中。。（（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记者 申铖）财政部23日发布
关于2021年度资产评估机构联合
检查情况的公告，对部分备案从事
证券服务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以
下称证券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
作出处理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
估法》，财政部监督评价局、中国资
产评估协会组织开展了首次资产
评估行业联合检查。2021年6月至8
月，财政部监督评价局与中国资产
评估协会联合组织7家财政部监管
局，对15家证券评估机构进行了检
查，共抽查资产评估报告262份。

　　公告称，总的来看，证券评估
机构基本能够遵循评估准则和职
业道德开展业务，但在机构内部治
理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现场检查结束后，财政部监督
评价局、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对部分
涉嫌构成重大遗漏的资产评估报
告的问题组织了专业技术论证，分
别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行
政处罚和自律惩戒。
　　财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加大
对资产评估机构的执法检查力度，
严惩重罚重大违规评估、出具不实
报告等案件，保持“严监管、零容
忍”高压态势不动摇。

财政部对部分证券评估机构

和资产评估师作出处理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