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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德方允许香港分裂分子入境从事反
华分裂活动时说：

“企图借反华分裂分子蹭热度、博
眼球做政治秀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据报道，德国外长马斯对黄之锋获得保释表示欢
迎，并于9日晚在柏林与黄之锋见面。华春莹说，中方已
向德方提出严正交涉。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德方允许香港
分裂分子入境从事反华分裂活动以及德国外长马斯公然
同这样的人接触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华春莹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
府、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任何挟洋自重、分裂国家
的言行和图谋都注定要失败。个别德国媒体和政客企图
借反华分裂分子蹭热度、博眼球做政治秀的做法也是极
其错误的，是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周访华期间，明确表示支持‘一国
两制’、反对暴力。我们不禁要问，德方此时允许黄之锋到
德活动并同马斯外长接触，意欲何为？我们敦促德方信守
承诺，避免向香港激进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华春莹说。

“我们也敦促马斯先生作为德国外长，遵守最基本的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做有利于中德关系发展的
事，而不是中德关系的破坏者。”华春莹说。

回应美归还华为公司被扣设备时说：

“承认了其行为的违法性和随意性”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政府近日将两年前

无故扣押的一批电信设备归还华为公司，从事实上承认
了其行为的违法性和随意性。

华春莹是在回应华为公司因美国政府归还扣留货物
而撤回今年6月对美国多个政府部门诉讼的提问时作出上

述表述的。
华春莹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

情况下，诬陷中国企业，并滥用国家力量，打压特定中
国企业，这种行为既不光彩，也不道德，更是对美方一
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否定，将严重损害美国自身的
形象和信誉，也将严重影响各国企业对与美国开展合作
的信心。

她说，微软总裁近日接受 《彭博商业周刊》 采访时
表示，美国政府在没有以确凿事实、逻辑和法律条款为
依托的情况下，不应对华为采取限制措施。

“我们敦促美方倾听各界人士的理性声音，停止泛化
国家安全的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特定企业的无理打
压，为中国企业在美正常经营活动提供公平、公正和非
歧视的营商环境。”华春莹说。

回应意大利应美要求逮捕俄企人员时说：

“这一幕似曾相识”
华春莹在回应意大利应美要求逮捕俄企人员的提问

时说，这一幕似曾相识，美国滥用司法手段抓捕他国公
民，以打压他国企业的错误做法正引起越来越多人士的
愤怒和反对，希望美方纠正错误做法。

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意大利应美国
要求在机场逮捕一名俄罗斯联合发动机公司人员。美方
指责其涉嫌“窃取”商业机密。俄方谴责美国此举“非
常糟糕”，要求美方撤回引渡要求。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也注意到俄方有
关表态，希望相关事件能基于事实依法得到解决。

“这一幕似曾相识。美国不顾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一而再、再而三滥用司法手段抓捕他国公民，以打
压他国企业。这一错误做法正引起越来越多人士的愤怒
和反对，危害各国的互信与合作，冲击国际正常人员往
来。希望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她说。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马卓言）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热点问题

本报长沙9月10日电（记者王
云娜） 10 日，2019 世界计算机大
会在湖南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
术中心开幕。这是我国计算机产
业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专
业性盛会。

本次大会以“计算万物 湘约未
来”为主题，秉承“合作共赢、创
新发展”理念，除主论坛外还安排
了计算机生态、计算机未来、5G、

网络安全等 9 场主题论坛，并举办
创新技术和产品应用成果展、产业
对接交流会等活动。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司长乔跃山介绍，中国计算机产业
规模位居世界首位，2018年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1.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微型计算机产量3.1亿台；服
务器产量达到295.2万台，同比增长
34.6%。

新华社上海9月10日电 9 月
10日，以“中国与世界：70年的历
程”为主题的第八届世界中国学论
坛在上海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演讲。

黄坤明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
来，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真诚相
处、守望相助、命运相依，在办好
自己事情的同时，积极为世界作贡
献。我们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推动近14亿人口从温饱不足走向全
面小康，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强劲
动力，为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贡
献中国智慧。我们高举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推动
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始终做世界和
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提出“一
带一路”合作倡议，坚持共商、共
建、共享，为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创
造了新的机遇。

黄坤明表示，当今世界正处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共同
风险挑战，需要我们树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
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
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搭建更多沟
通交流的平台，开展更多平等互信
的对话，不断增进理解、凝聚共
识，为中国与世界的互鉴共赢贡献
智慧和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
委书记李强出席论坛并致辞。

来自 35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3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本届论坛。

新华社乌兰巴托 9月 10 日电 （苏力
雅） 为期 4 天的中国与蒙古国联合图书展
10 日在乌兰巴托开幕，中蒙两国上千册

（卷） 精品图书在联合书展上亮相。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此次联合书展

全面展示中蒙建交 70年来两国在出版交流
和图书互译方面的成果，开创中蒙图书出
版深入合作的新模式，加快实施“亚洲经
典著作互译计划”等项目。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李薇在致
辞中说，此次联合书展图书种类多，涉及领域
广，相信会加深中蒙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当天还举行了中国主题图书蒙古文版
新书发布会和中蒙两国出版机构间有关合
作备忘录签署仪式。

中蒙联合图书展由中国国家新闻出版
署主办，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国文化译研网共同协办。

本报北京9月10日电（记者郑娜） 记者
从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7届中
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 （以下简称

“非遗节”） 将于 10月 17日至 22日在四川成
都举办。非遗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四川省人
民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

本届非遗节以“传承多彩文化 创享美好
生活”为主题，将举办非遗节开幕式暨演
出、非遗国际论坛、国际非遗博览园主会场
活动和分会场及配套活动4大主体活动，邀请
来自全球近100个国家的嘉宾及传承人开展国
际论坛、非遗展演、非遗大展、非遗竞技等
530余场活动。其中，今年首次举办的非遗传
承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成果展，将全面
展现全国各地非遗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的多种路径和实践成果，展示非遗在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黄坤明出席世界中国学论坛开幕式

本报西安9月10日电（记者龚仕建） 第四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
创作大赛颁奖典礼及文化名家讲座日前在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诗
经里”小镇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获奖选手和诗词爱好者1000余人
参加了系列文化公益活动。

颁奖典礼由朱迅、徐杰主持。不同于往届的是，本次颁奖典礼以
“诗经”为主题，着重展现周朝诗礼乐文化。《蒹葭》《桃夭》《野有蔓
草》等诗经名篇以歌舞、朗诵等形式搬上舞台，周朝舞蹈《执羽舞》、编
钟古乐演奏等节目也吸引了观众的目光。知名歌手平安在典礼现场唱响
了为“诗经里”小镇量身打造的同名主题曲《诗经里》。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代表“诗词中国”组委
会向西咸新区颁发了“诗词中国创作基地”牌匾。9月8日，王蒙、郑欣
淼、杨雨分别以“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守望风雅”“回
到《诗经》里”为题，面向广大市民做了精彩讲座。

“诗词中国”举办四届以来，共收到当代人的原创传统诗词投稿41万
余篇，存档作品63万余首，自发存档的民间诗人突破4.6万人。组委会在
全国各地举办公益讲座、采风及文化活动近20场，出版“诗词中国”普
及读物及丛刊、《诗词中国》优秀作品集，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多个“诗词
中国”创作基地及定点合作单位。

图为第四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颁奖典礼现场。
本报记者 龚仕建摄

“大美诗经里”
“诗词中国”颁奖典礼在陕举行

本报北京9月10日电（记者杨俊峰） 中华全
国 新 闻 工 作 者 协 会 10 日 举 行 第 133 期 新 闻 茶
座，请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张琦围绕“中国的脱贫攻坚”作介绍，
并答记者问。

85%的贫困人口已经脱贫

张琦介绍说，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
进展。从 2012年到 2018年，中国的扶贫工作成果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 2012 年末的
9899 万人减少至 1660 万人，累计减少 8239 万人。
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2013年至 2018年我国农村
每年减贫人数均保持在1000万以上。

其次，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
到了1.7%，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其中，10个省
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0%以下，中华民族千
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得到历史性解决。

第三，在中国的 832 个贫困县中，已经有 436
个贫困县经过考核评估宣布脱贫摘帽，占全部贫
困县的52.4%。

第四，中国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到 2018 年底
减少到 2.6 万个左右。总体来看，中国一半的贫
困县、80%的贫困村、85%的贫困人口已经实现
脱贫。

从东中西地区看，东部地区已基本率先脱
贫，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明显减少。2018 年
末，东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 147 万人，比 2012 年
末减少 1220万人，6年累计下降 89.2%。中部地区

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末的3446万人减少到2018
年末的 597 万人，累计减少 2849 万人，下降幅度
为 82.7%。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由 2012 年末的
5086 万人减少到 2018 年末的 916 万人，累计减少
4170万人，下降幅度为82.0%。

贫困地区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张琦介绍说，现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农村居
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从居住条件看，2018 年贫困地区居住在钢筋
混凝土房或砖混材料房的农户比重为 67.4%，比
2012 年提高 28.2 个百分点；居住在竹草土坯房的
农户比重为 1.9%，比 2012 年下降了 5.9个百分点；
使用卫生厕所的农户比重为46.1%，比2012年提高
20.4 个百分点；饮水无困难的农户比重为 93.6%，
比2013年提高12.6个百分点。

从家庭耐用消费品情况看，贫困地区农村居
民家庭耐用消费品从无到有，产品升级换代。
2018 年贫困地区农村每百户拥有电冰箱、洗衣
机、彩色电视机等传统耐用消费品分别为 87.1
台、86.9 台和 106.6 台，分别比 2012 年增加 39.6
台、34.6台和 8.3台，拥有量持续增加，和全国农
村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每百户拥有汽车、
计算机等现代耐用消费品分别为 19.9辆、17.1台，
分别是2012年的7.4倍和3.2倍，实现快速增长。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截至 2018
年末，贫困地区通电的自然村接近全覆盖；通电话、
通有线电视信号、通宽带的自然村比重分别达到
99.2%、88.1%、81.9%，比2012年分别提高5.9个、19.1

个、43.6个百分点。2018年，贫困地区村内主干道路
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重为 82.6%，比 2013 年
提高 22.7 个百分点；通客运班车的自然村比重为
54.7%，比2013年提高15.9个百分点。

为世界提供中国特色的扶贫方案

近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华结束之际赞扬
了中国政府的扶贫贡献。默克尔说：“我必须说，
中国正在做很多建设性工作，以便让民众从较为
贫穷的生活水平进入中产阶层。”

事实上，中国不仅扶贫成就世界瞩目，扶贫
方案也备受各国关注。

张琦认为，中国的扶贫经验可以归纳成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
事，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投入到扶贫。第
二是精准扶贫。中国通过建档立卡强化驻村帮
扶，因村因户因人分类施策，真正找到贫穷的病
根，在此基础上通过实施完善的组合政策，起到
帮扶带的叠加效应。与此同时，中国加大了检查
考核的力度以保证扶贫的质量。第三是增加投
入，从 2013 年到 2018 年，中央财政 5 年投入专项
扶贫资金 2800 多亿元。第四是社会参与，中国坚
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等多方面发
力。第五是群众参与，让群众发挥主体作用。

张琦说，中国建立了一个以精准扶贫为核心
的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
督查和考核评估体系，这保证了扶贫脱贫工作的
稳步推进。

世界计算机大会在长沙召开

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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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部9月10日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热
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在外交部9月10日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热
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今 年 以 来 ， 由 于
鄱 阳 湖 丰 水 期 延 长 ，
渔民迎来丰收季。渔
民将捕获的银鱼、凤
尾鱼、针公鱼等水产
品晾晒加工成鱼干供
应各地市场。

图 为 在 鄱 阳 湖 都
昌印山附近湖滩，渔
民在船上晾晒小鱼干。

傅建斌摄
（人民视觉）

鄱阳湖畔鄱阳湖畔
鱼干飘香鱼干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