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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报道称，目前欧盟有意和中国站在一
起，在世界贸易组织申诉美国制裁世界范围内的钢
铝产品，维护自身的利益。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高峰在4月26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
出，美方以国家安全为由，单方面对进口的钢铁和
铝产品采取限制措施，这种滥用“国家安全”的做
法，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相关规则和纪律，对多边
贸易体制造成了破坏，损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
成员的正当权益，遭到了相关成员的共同反对。

多个成员向美提出磋商要求

“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散发的材料，4 月 16
日，欧盟致函美方，要求根据 《保障措施协定》，
就美方‘232措施’与美国进行磋商。欧盟在函中
表示，虽然美方将‘232措施’定性为国家安全措
施，但其本质上是保障措施。这与中方的观点是一
致的。截至目前，除欧盟以外还有俄罗斯、印度、
土耳其三个成员也提出了同样的磋商要求。”高峰
表示，4月19日，欧盟再次致函美方，要求作为第
三方，加入中国诉美国该案的磋商。目前除欧盟以
外，中国香港、俄罗斯、印度、泰国也提出了加入
磋商的要求。

商务部介绍，针对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采
取“232措施”，3月26日，中方在世贸组织《保障
措施协定》项下向美方提出了磋商请求，并于4月
5日将美方有关做法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

高峰强调，美方以国家安全为由，单方面对进
口的钢铁和铝产品采取限制措施，这种滥用“国家

安全”的做法，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相关规则和纪
律，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破坏，损害了包括中国
在内的有关成员的正当权益，遭到了相关成员的共
同反对。中方将同有关世贸组织成员一道，继续坚
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敦促美方尊重世贸组织规则

4月27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召开例行性
会议。商务部介绍，在此次会议上，涉及中方的议
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中方将就美国的“301 调查”
发表意见，二是上诉机构成员的遴选问题。

“关于美国‘301调查’，4月4日，中方将美国
的相关措施诉诸世贸组织，我们将按照世贸组织争
端解决规则推进相关案件。”高峰说。

与此同时，高峰强调，美方的错误做法如任其
发展，势必将减损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
权威性。我们敦促美方，采取切实的行动，摒弃单
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尊重世贸组织的规
则，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和磋商来
解决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行稳致远。

关于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的问题，高峰表示，在
此次会议上，中方将与其他 64 个成员一道，继续
要求立即启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的程序，
尽快填补当前三个空缺。去年以来，个别成员以存
在某些所谓体制性的关注为理由，执意阻挠启动遴
选程序，导致上诉机构当前只有4名成员。如果该
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必将影响上诉机构和争端解
决机制的正常运转，损害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

制。中方呼吁个别世贸组织成员停止阻挠启动遴选
程序，切实承担起在世贸组织中的国际责任，与其
他世贸组织成员一道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中方做好了应对任何可能的准备

据美国财政部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正在评估针
对中国投资启动《紧急权利法案》的可能性，对中
国投资实施新的限制，遏制中国收购敏感技术。对
此，高峰表示，“我们注意到美方的有关言论。我
想强调的是，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和
保护主义的做法。”

高峰指出，多年来，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为增加美
国的国内就业，促进美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我们也注意到，由于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一些
企业放慢了在美国投资的步伐，甚至取消了在美国
投资的计划，放弃美国的市场。希望美方多做符合经
济发展规律、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事情，从而真
正有利于自身和全球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对于美方的言论，中方将听其言、观其行。
我们已经按照底线思维的方式，做好了应对任何可
能的准备。”高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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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国家安全” 违反世贸规则

美方做法遭相关成员共同反对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本报北京电（记者王俊岭） 4月 25日，由北京
维珍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梧桐树金融信息
有限公司等自动取款机 （即ATM） 行业相关单位主
办的“‘移动支付冲击下的机遇与挑战’ATM行业
发展论坛”在京召开，数十位来自 ATM 领域从业
者和专家共同就移动支付发展与对本行业的影响进
行了讨论。与会人士普遍认为，ATM行业增长趋缓

已成大概率，但仍然具有较大
的转型发展空间。

北京维珍创意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高利军说，2017年

以来，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手段持续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手机进行日常支付。消费行
为中对现金使用需求的急剧下降，直接导致了客户
对银行ATM机这一取款途径的依赖性降低，进而影
响银行 ATM 机的采购量和布放量，形成了对整个
ATM行业的挑战。未来，公司将探索向数百家银行客
户，尤其是中小银行客户提供“互联网+”的服务。

ATM行业关注移动支付挑战ATM行业关注移动支付挑战

本报南阳电（鲁钊） 中国·南阳第十五届玉雕文化节暨第九届
月季花会4月26日在此间开幕。

河南南阳玉雕文化节暨月季花会以“相约健康养生地，畅游
玉润花香城”为主题，内容包括：全国玉雕精品展览展销、第六
届中国玉石雕刻作品“玉华奖”评选及颁奖、新时代玉文化高峰
论坛、南阳玉雕网上线运营启动仪式等；月季花会系列活动包括
赏月季爱市花游园活动、精品盆栽月季及盆景艺术展、南阳特色
花卉产业发展高端论坛、月季主题集邮展览、向市民赠送11万盆
月季花等。这场花玉盛会的会期为4月26日至5月3日。

南阳自古产玉琢玉，成为全国最大的玉石集散地。南阳现有
月季种植10万亩，苗木量世界第一，各占国内市场和中国出口月
季量80%，所培植的树状月季为世界唯一。

南阳举办花玉盛会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田晓航） 治
疗多发性骨髓瘤口服药物伊沙佐米日前
获国家批准进入我国市场。专家表示，
抗癌药、创新药加速入市，将为我国骨
髓瘤患者带来更多用药选择和更便捷的
治疗方案。

国际骨髓瘤工作组委员、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液内科主任
侯健教授介绍，多发性骨髓瘤在我国发
病率居血液恶性肿瘤第二位。该病会导
致全身多处骨骼发生骨质破坏、反复骨
折和骨痛以及骨髓、肾脏、免疫系统等严

重衰竭，甚至危及生命。
一直以来，多发性骨髓瘤治疗药物

和手段匮乏。由于疾病本身特征，患者在
一线治疗达到缓解后经历反复复发，国
内已上市药物远远不能满足患者需求，
同时国外创新药价格居高不下，导致不
少患者望“药”兴叹、饱受病痛折磨。

抗癌药、创新药加速入市正在改变
这一局面。侯健教授表示，作为全球首
个口服的蛋白酶体抑制剂，伊沙佐米的
获批为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开启了全口服
治疗时代，显著改善患者生存状况的同

时，有效提高了患者治疗的便捷性和依
从性。因此，从国际指南到《中国多发
性骨髓瘤诊治指南 （2017 年修订）》，
伊沙佐米联合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都是
复发难治患者的推荐治疗方案之一。

统计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
超 350 万，抗肿瘤药市场规模超过千亿
元，约一半来自进口。为满足广大群众
迫切用药需求，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
政策鼓励和加速国内外抗癌药、创新药
上市。

目前，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抗癌药
物注册申请已被我国纳入优先审评审批
范围。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决定5月1日
起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通过将
临床试验申请由批准制改为到期默认制
等措施加快创新药进口。一系列举措，将
给癌症患者带来更多治愈的希望。

抗癌药创新药加速入市
为骨髓瘤患者带来福音
抗癌药创新药加速入市
为骨髓瘤患者带来福音

4月25日至26日，由浙江
省湖州市德清县和浙江越剧
团联合打造出品的新编越剧
舞台剧《游子吟》在北京国家
大剧院精彩上演。该剧以脍炙
人口的诗歌《游子吟》为创作
背景，以德清籍唐代著名诗人
孟郊与其母亲的故事为灵感，
以歌颂母爱的伟大，呼唤家庭
美德和家教家风传承作为重
点，历时3年创作而成。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颂母爱
传家风

4月 27日，第 13届中国 （义乌） 文化产品交易会在浙江义乌
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文交会以融合创新为主题，围绕消费类
文化产品，博物馆、美术馆文创产品及衍生品等七大行业进行布
展。展会吸引了来自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瑞士等45个国家
和地区以及国内的1325家企业参展。图为青海参展商展示融入了
以太阳花为图案的土族盘绣刺绣展品。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4月27日，由中关村“一带一路”产业促进会等单位主办的“藤蔓计划 （国际青年创新创业计划） ”留
学生实习对接会暨非洲专场活动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800名留学生参加
此次活动。“藤蔓计划”通过实习对接、考察交流、精准派送、创业支持等形式，为在华留学生与中国高新技
术企业对接搭建平台，让中国科技创新的种子如藤蔓一样在“一带一路”国家延伸生长，为这些科技企业积
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国际人才支撑。图为俄罗斯来华留学生余丽雅在与一家中国企业面对面交流。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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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7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表决
通过了英雄烈士保护法。这意味着，今后英雄烈士的姓名、肖
像、名誉、荣誉受法律保护，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
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将依法惩
处直至追究刑责。

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办新闻发布会，解答了与英
雄烈士保护法相关的部分热点问题。

五大制度保护

“昨天你用生命捍卫我们，今天我们用法律保护你”，在英雄
烈士保护法通过后，网络上有文章打出这样一句标题，击中了无
数人的内心。

没有无数英雄烈士的牺牲和贡献，就没有今日中国人民的幸
福生活。“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法重在宣示国家和人民永远铭记一切
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做出牺牲和贡献的英雄烈士，表明了捍卫
英雄烈士鲜明的价值导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主
任岳仲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据介绍，英雄烈士保护法主要从 5个方面规定了对英雄烈士
的保护。一是确立纪念缅怀制度，在烈士纪念日和其他重要纪念
日，国家和地方都要举行纪念活动。二是确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的法律地位，建立健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管理制度。三
是加强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宣传教育，青少年学生是重点受
教群体。四是实行英雄烈士的抚恤优待制度，规定抚恤优待与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并且逐步提高。五是从行政、民事和
刑事方面加强对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保护，建
立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公益诉讼制度。

严惩亵渎行径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7条规定，亵渎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宣
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近来有不少热点新闻与此相关。今年 4月，某大学女研究生
在网络上发布反华言论；2月，两名男子在江苏南京抗日碉堡遗
址前身穿仿制二战日本军服拍照，并通过网络传播。这些行为在
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引发了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和严厉谴
责。而第 27 条的提出，则被看做是依法严厉打击此类行为的依
据。

岳仲明指出，对这类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的人，“公
安机关及时依法进行处理是十分必要的，也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英雄烈士保护法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的法律责任，这也是顺理
成章的。同时，我们也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将英雄烈士事迹和精
神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
文化观，从根源上预防此类行为的发生。”

确立公益诉讼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 25 条规定，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
像、名誉、荣誉的行为，英雄烈士的近亲属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检察
机关依法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即是确立了英烈保护的公益诉讼制度。英烈身上所体现的
精神是全社会共有的精神财富，对他们的污蔑、抹黑已经不仅是

普通的侵犯个人名誉的行为。对于这一条款的设立，岳仲明说：“这一条我觉得非常重要，近亲属即
使不在了也不影响保护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其他部门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有侵害英雄烈士的名
誉、荣誉，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可以向检察机关报告。检察机关可以根据了解的情况，依法提起
诉讼，我想这样更这有利于保护英雄烈士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