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据外交部网站23日消
息，外交部副部长秦刚22日夜召见欧盟驻华代表团团
长郁白，代表中国政府就几小时前欧盟外长会借口所
谓新疆人权问题作出单边对华制裁决定，向欧方提出
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并通报中方有关反制措施。

秦刚指出，欧盟基于涉疆谎言和虚假信息搞对华
制裁，于实不符，于法无据，于理不合。欧方没有资格
以人权“教师爷”自居。中方敦促欧方认识到错误严
重性并纠正错误，停止对抗，以免给中欧关系造成更
大损害。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意志
和决心坚定不移。

外交部负责人召见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

对欧盟借口新疆人权问题
对华制裁提出严正抗议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3
月23日，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召见英国驻华大使吴
若兰，代表中国政府就英方借口所谓新疆人权问题
对华实施单边制裁，向英方提出严正抗议和强烈谴
责，强调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决心坚定不移，将对英方错误行径做出必要、正当
反应。

外交部负责人召见英国驻华大使

就英国借口新疆人权问题
对华制裁提出严正抗议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针对美
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基于谎言和虚
假信息以人权为由对中国新疆有关人
员和机构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23日表示，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
责。“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们终将为他们
的愚蠢和傲慢付出代价。”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
相关提问时说，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已分
别召见欧盟、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严正
交涉。22日晚，中方已第一时间表明
严正立场并宣布对欧方有关机构和人
员实施制裁。中方也已向美方和加方
提出严正交涉。

华春莹指出，中国新疆地区各族
人民享有稳定、安全、发展、进步，这是
最为成功的人权故事之一。但是，美、
英、加、欧盟的一些政客显然不愿意承
认这一事实。他们对一些反华政客和
所谓学者恶意捏造所谓“证据”如获至
宝，全然无视那些拼凑的所谓“事实”
完全基于虚假的所谓“内部文件”“受
害人陈述”和来源不明的信息，甚至对
中国官方文件和数据断章取义和歪曲
篡改。“这些只能证明，他们关心的根
本不是什么人权，在乎的根本不是什
么真相。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成
功、发展，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民过上越
来越好的生活，于是打着人权的幌子
以各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企图遏制
中国发展。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中
国人民名誉和尊严的诋毁和冒犯，是
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是对中国主
权和安全利益的严重侵犯。”

华春莹列举美、英、法等殖民者长

约400年的黑奴贸易，美国“弗洛伊德
们”仍不能呼吸，加拿大19世纪70年
代对原住民实施文化灭绝政策等，指出
相关国家自封人权“判官”，充当人权教
师爷，但自身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
他们没有任何资格指责中国，甚至将自
己犯过的罪、作过的恶强加给中国。

以美、英等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
两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法英和欧盟
等发动利比亚战争造成大规模人道
主义灾难为例，华春莹指出，相关国
家对他们输出动乱不仅毫无忏悔，而

且还以人权为名对他国实施单边制
裁，严重损害相关国家人民的生命
权、健康权和发展权。“面对疫情，这
几个最发达国家漠视民众生命权和
健康权，任由数以万计的人民死去，
奉行‘疫苗民族主义’，大量囤积远超
他们人口需要的新冠疫苗，导致发展
中国家无苗可供。”

“我们不禁要问，人之不存，权将焉
附？美西方口口声声保护人权，他们到
底保的是什么人？护的又是什么权？他
们如何体现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他们

难道不应该感到羞耻吗？”华春莹说。
“希望他们明白，今天的中国不是

伊拉克、利比亚，也不是叙利亚，更不是
120年前的中国。外国列强架起几门
大炮就能打开中国大门的时代已经一
去不复返了，几个所谓学者和媒体同官
方勾结就能肆无忌惮抹黑攻击中国而
不受任何惩罚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
了。奉劝他们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
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的坚定意志。来
而不往非礼也，他们终将为他们的愚蠢
和傲慢付出代价。”她说。

外交部强烈谴责某些西方国家涉疆制裁：

终将为其愚蠢和傲慢付出代价

“三千兆”让智慧家庭梦想接入现实
生活更有“智”感

去年6月，江苏电信启动“潮G体验
空间站”，一展“千兆速度”：下载一部
1G的高清电影，需要多久？几分钟？
NO，电信速度告诉你，下载一部高清电
影只要几秒钟。

2020年以来，中国电信江苏公司
坚定推进5G精品网络建设，建设基于
SA组网的覆盖广、速率高、体验好、全
球领先的5G网络，网络建设总体进度
和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截至今年2月，
全省合计开通3.3万个5G室内外站点，
已实现市区、县城以及部分发达乡镇的
覆盖，人口覆盖率达到61%。在强大
5G网络的支撑下，5G用户快速发展，
目前全省5G用户数已破千万。

秀的不仅是速度，还有对生活的激
情：三千兆智慧空间、5G+VR+4K体
验、超炫的智能触控墙……这些市民不
常见到的高科技产品纷纷现身，引爆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潮G科技之旅，“潮G
体验空间站”用零距离体验直面解读

“5G可以怎么用”。
随着5G、千兆网络发展以及AI、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日益成熟，
中国电信江苏公司这张“三千兆”网络，依
托着更多“用得上”的千兆服务进入寻常
百姓家，为家庭注入智慧变革：在家下载
一部超高清电影在三千兆时代瞬间完成；
同时支持VR视频、VR游戏和8K视频更
不是想象中的未来；“人人有云”也不再是
个奢侈品；家庭信息化，更能实现网络连
接可视化、设备配网自动化、智能控制场
景化、家庭应用多样化等多重生活设想。

目前全省“三千兆”用户已达32万，
拥有全屋组网、天翼看家、智能门铃等天
翼智家产品的用户，已突破500万。

“三千兆”助推数字经济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位于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的渔民

们不再靠着关系打点生意，而是借助“一
张网”张罗起了一场场线上直播，在网上
涌来的海量订单里，新鲜海鲜“未出海”
就已被销往全国各地，而这样“有料”的
直播正是得益于中国电信三千兆打造
的“互联网+渔业”的新模式。

利用中国电信卫星通讯优势，中国
电信不仅填补了海上互联网的空白，“以
前出海只能枯守深海，现在出海和在家一

样，看视频、开直播，甚至还能玩电商。”
在助力海洋渔业安全生产的同时，

为渔业、渔民、渔船提供完善的服务保
障，更是“以网构链”，借助三千兆低时
延、大带宽、高速率的信息优势为传统
渔业架构起支持捕捞、加工、包装、销售
和物流于一体的电商产业链。

传统制造业是产业基础，数字经济
要助力其转型升级，江苏电信正以千兆
实力为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构建桥梁。
而这样的数字转型只是新一轮数字经济
浪潮中的一朵“浪花”，中国电信建立以
云网融合为基础扎实推进“云改数转”，
加速实现中国电信数字化转型和全面上
云，同时也发挥自身资源禀赋和技术优
势，让5G赋能在千行百业中绽放魅力。

截至目前，江苏电信融合5G、人工

智能、云计算（存储）等，仅在工业互联网
生态圈就已在工业数据采集、工业ERP
应用、智能仓储等129个方向，结交了76
家服务商共组5G工业生态“朋友圈”，同
时为全省多市公安、环保、城建、医疗、教
育等领域赋能精彩。

千兆“关爱”温暖数字社会
守“小”家护“大”家

千兆实力打造品质服务，助推数字化转
型的这条道路中，还有不少“变”与“不变”。

刚刚过去的2020年，全民防疫成为
年度热词，越来越多“面对面”转“屏对
屏”，信息化手段在这个特殊时期成为了
抗疫“奇招”。当疫情缓解，电信“速度”
硬核力量又助推千行百业步入稳定复苏
的后疫情时代：利用云端技术支持远程
办公，利用基站大数据判断人员流动轨
迹，利用5G技术助力医疗、政务、公安系
统等……多措并举为防控疫情交出了亮
眼的“电信答卷”。江苏电信通信人，用
最快速度、过硬技术、有力行动，为各行
各业保通信，筑防线，以千兆服务传递着
温暖和正能量。这个超亿人原地过年的
春节，也让更多“原年人”看到了穿屏而
来的亲切笑脸，心安处即是故乡。

另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显示，
去年3月-6月，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网民
占网民总数从6.7%上升到10.3%。这意味
着，中国有3400万老人在短短3个月被迫“上

网”，速成加入了上网大军。
为了让信息红利惠及每个人，让数字

不再“围城”银发人，中国电信江苏公司聚
焦银发一族，贴心推出10项服务举措：拨
打10000直通人工服务、设立爱心服务
通道、打造IPTV电视精简模式、开展爱
心“微课堂”服务、配置爱心服务箱、提供
远程业务办理方式、推出天翼生活APP
关爱版、提供家庭关爱服务、打造智慧安
全家居平台、推出“孝心卡”套餐，做最贴
近他们的智慧讲师，破解银发族“不会用、
不能用、不想用”的“四不”难题。

中国电信江苏公司开启全民话题，教
爸妈用手机，目前“潮爸潮妈冲浪活动”正
在进行中，为银龄带来全新的新年教学计
划，同时邀请全民共同关注银龄族，共助走
出“数字围城”，尽享数字生活的红利。

千兆服务惠及真心
启动数字引擎不让乡村掉队

在2021年“两会时间”里，中国电信
江苏公司总经理董涛提出，江苏公司将发
挥自身资源优势，加快新基建在农业农村
的推广应用，发挥好“新基建”一业带百业
的乘数效应，以“新基建+”打造乡村振兴
的数字化新引擎，再次展现了电信千兆服
务之下的“大爱”格局。

以千兆网络的依托，继续加大在数字
乡村领域的投入，以数字化引擎助力乡村
产业振兴，通过农业信息化促进乡村“美”起
来，利用直播、短视频等新销售模式，拓宽农
产品销售途径，推动农产品“出村进城”。

因地制宜，在农业发展中积极探索众
筹式、订单式、共享式等新商业模式，让农
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加强5G、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VR/AR、无人机、人工智能与
农业、教育、医疗、旅游、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深
度融合，通过数字化手段缩小城乡“数字鸿
沟”，让乡村更“智慧”，将提升乡村居民的

“数字化生存能力”纳入普遍服务，加强“数
字反哺”公益服务，让乡村居民更“幸福”。

“三千兆”精品网，打造有品质的数字生活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亮相，通信业再上“热搜”，报告提出“加大5G网络和千兆光网建

设力度，丰富应用场景”，让“三千兆”在2021年，进入快速发展时代。而“三千兆”也正从一张精品好网落地转化为多重“千
兆”品质服务，惠及与信息时代相伴而行的每个人。中国电信以“满意服务、十分信赖”为宗旨，提升服务品质。

扫码观看“关爱
老人 从心做起”视频

扫码参与“潮爸
潮妈冲浪活动”活动

据新华社电 美国警方22日
说，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一家超市
当天下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
成包括一名警察在内的10人死亡，
一名嫌犯被抓获。

博尔德市警方说，当地时间14
时30分左右，博尔德市金苏珀连锁
超市发生枪击事件。警方接到报警
后数分钟内赶到事发现场。最先到
场的警官塔利被枪手击中后身亡。

警方暂未公布其他死者的身份
及枪手动机。警方证实，一名嫌犯
被抓获并被送往医院治疗。当地电
视台直播画面显示一名双手被反铐
在背后的白人男性被多名警员押送
出超市。但警方没有证实该男子是
否为被捕枪手。

事发时，不少人在超市建筑物
内一家药房接种新冠疫苗。两名目
击者对当地媒体说，看到枪手走进
超市直接开火，“先是开了数枪，停
顿了一下，又继续开枪，但并不是扫
射”。枪击发生后，现场一片混乱。

有媒体报道说，枪手身穿战术
装备，使用了可能是AR-15步枪一
类的武器朝超市内的购物者射击。

美国科罗拉多州枪击事件致美国科罗拉多州枪击事件致1010人死亡人死亡

22日，警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发生枪击事件的超市附近工作。 （新华社/美联）

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
获悉，嫦娥五号轨道器已进入日地L1
点附近的周期轨道，实现了第一阶段拓
展任务目标，成为我国首颗进入日地
L1点周期轨道的航天器。目前整器姿
态稳定、能源平衡、工况正常,在该轨道
运行一圈周期约为6个月。

嫦娥五号轨道器于2020年12月17
日与返回器分离，12月21日起转入长期
管理阶段后，先后实施了2次轨道机动
和2次中途修正，经过88天的飞行，于3

月15日13时29分成功进入日地L1点
附近的周期轨道并开展后续任务。

“日地L1点”的全称为“日地拉格
朗日L1点”，位于太阳与地球的连线
之间，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在“日
地L1点”，物体相对于太阳和地球，三
者相对位置关系基本保持不变。拉格
朗日点附近存在着周期轨道和拟周期
轨道，理论上航天器可沿着这些轨道
运行，可以不间断地观测太阳或地球
向阳面。

嫦娥五号轨道器进入
日地L1点轨道开展拓展试验

据新华社电 记者23日从财政部
了解到，为进一步支持疫情防控，帮助
企业纾困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日前发布公告，明确延续实施应对疫情
部分税费优惠政策。

根据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
的公告》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
限延长至2021年12月31日。其中，
自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31
日，湖北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
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预
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

值税。
公告明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
政策的公告》规定的税费优惠政策凡已
经到期的，执行期限延长至2021年12
月31日。《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
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规定
的税收优惠政策凡已经到期的，执行期
限延长至2021年3月31日。

两部门发布公告：

延续实施应对疫情税费优惠政策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
科22日表示，欧盟对俄制裁会导致俄
欧关系更加恶化。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2日报道，
格鲁什科当天在俄国家杜马（议会下
院）发表讲话说，欧盟对俄制裁是干涉
俄内政的表现，目的是迫使俄执法机关
和司法机关接受欧盟提出的条件。欧
盟的这种行为只会使俄欧关系朝危险
的方向发展，使俄欧之间开展任何形式
的协作都成为问题。

格鲁什科说，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
也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坏的阶段。北

约没有适应新的安全形势，而是从自己
的利益出发，重返冷战逻辑，应对所谓

“来自东方的威胁”。事实上，俄罗斯和
北约之间的一切协作都已经停止了。

自2014年初乌克兰危机发生以
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进行制
裁，俄罗斯采取了反制裁措施。去年，
欧盟、北约以及一些西方国家政府指责
俄方对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使用了神
经毒剂，但俄方予以坚决否认，并呼吁
西方国家不要将此事政治化。欧盟、美
国等随后以纳瓦利内事件为由，宣布对
俄实施一系列制裁。

俄罗斯副外长：

欧盟制裁是干涉俄内政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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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3月23日，最高人
民检察院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9起
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
中包括一起督促整治加油站扫码支付
安全隐患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两部门
在案例通报中指出，扫码支付发射的功
率可能引发射频火花。许多加油站推
出手机扫码支付服务，虽然给人们生活
出行带来便利，但在加油站爆炸危险区
域手机扫码支付，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所涉
违法类型多样化，包括自备成品油、轻
循环油、燃气等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
物品；尾矿库污染、违规采矿导致地面

坍塌；违法建设、违法施工带来的消防、
交通安全隐患，及加油站扫码支付安全
隐患等新问题。

典型案例还突出预防性司法理念，
公益保护手段多元化，实现了双赢多赢
共赢的办案效果。在浙江省海宁市人
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加油站扫码支付安
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中，针对加油站
爆炸危险区域扫码支付带来的安全隐
患问题，检察机关以专家论证、技术实
验为支撑，通过公开听证方式进行审
查，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
促其依法开展加油站扫码支付业务专
项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两部门通报：

加油站扫码支付存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