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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记者马
卓言）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说，中
方对所罗门群岛政府作出承认一个中国
原则、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
系”并同中国建交的决定表示高度赞
赏。至于中国何时与所罗门群岛正式建
交，中国有句古语，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有记者问：据报道，9 月 16 日，所
罗门群岛执政党团会议以 27 票支持、0
票反对、6 票弃权的结果表决通过与台
湾“断交”、与中国建交的最终决定。
同日，所罗门群岛政府召开内阁会议通
过上述决定。

“我们支持所罗门群岛作为主权独
立国家自主作出的这一重要决定。”华

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华春莹表示，所罗门群岛作出承认

一个中国原则并同中国建交的决定，再
次充分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我们欢迎所罗门
群岛政府抓住历史机遇，作出站在历史
正确一边的选择，在一个中国基础上早
日融入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合作大家庭。
中方愿与所方共同努力，开启两国关系
发展的新时代。

对于台湾岛内个别人有关言论，华
春莹说，这充分暴露了他们以己之心度
人之腹的心态。习惯于“金钱买外交”
的人可能理解不了，原则是买不来的，
信任也是买不来的。

外交部回应中国何时与所罗门群岛正式建交：

瓜 熟 蒂 落 ，水 到 渠 成本报北京9月17日电（记
者邹雅婷） 9 月 17 日，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

“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由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物交
流中心共同承办，将展出至 11
月中下旬。

从 1949年至今，我国通过
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
赠、抢救征集等方式，成功促
成了 300 余批次、15 万余件流
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此次

展览精心遴选25个具有代表性
的文物回归案例，统筹调集全
国12个省市、18家文博单位的
600 余件文物参展，包括 《伯
远帖》、《五牛图》、王处直墓浮
雕石刻、龙门石窟石刻佛像、
秦公墓地金饰片、皿方罍、圆
明园青铜虎鎣、曾伯克父青铜
组器等珍贵文物，讲述了文物
回归的曲折历程与精彩故事，
从一个独特侧面反映了中华民
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历史进程，有力弘扬了爱国
主义精神。

70 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开幕

新华社日内瓦9月16日电 在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第42次会议期间，中国人权研究会16日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办“新疆的去极端化斗争与
人权保障”主题边会，介绍新疆在去极端化斗
争方面的措施、经验以及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
的成果。来自多个国家政府、有关国际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等50余人与会。

会议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副秘书长吴雷芬主
持。吴雷芬表示，中国新疆地区深受暴力恐怖
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的威胁，
尤其是宗教极端主义的传播，不仅严重侵害了
新疆广大民众的基本人权，更是成为新疆地区
暴力恐怖活动的温床。对此，新疆近年来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新疆的治安
形势发生根本性好转，暴恐事件大幅减少，民
众的各项基本人权得到有效维护。

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顾莹苏认为，在现代
文明中，妇女儿童权利保障水平的提高是社会
进步的重要标志。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宗教极
端势力在新疆广泛蔓延，严重影响新疆百姓的
正常生产生活。通过讲述亲身经历的数个案
例，顾莹苏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极端主义给新疆
地区的妇女儿童所带来的极大伤害。

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校长乌吉表示，
由于极端主义的干扰，新疆医疗卫生教育和现
代医学难以得到有效普及。有些受极端主义毒
害的民众讳疾忌医，违反日常习俗，甚至出现
了危害生命安全的极端行为。近些年来，政府
采取了包括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在内的一系列去
极端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果，得到了人民群
众的衷心拥护。

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俊响表

示，近年来，中国新疆地区依法打击与预防相
结合，标本兼治，开展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
斗争，最大限度保障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存
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社会秩序恢复稳定，
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认为，遏
制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不仅要重拳打击
暴力极端主义行为，而且要致力于消除暴力极
端主义的驱动因素和蔓延条件。新疆所采取的
一系列措施遏制了暴力极端主义的蔓延。自
2016年12月以来，新疆已经有33个月没有发生
恐怖主义性质的刑事案件，人民安居乐业。
2018 年，新疆旅游人数突破 1.5 亿人次，增长
40%以上。中国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的积极
探索和取得的成就，为国际社会反对暴力极端
主义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中国人权研究会在日内瓦举办主题边会
介绍“新疆的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

本报运城9月17日电 （记者乔栋）
山西 （运城） 第二届特色医药交易博览
会 （以下简称医博会） 昨天在运城市农
业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医博会以“发展
特色医药、助力健康中国”为主题，主
要由“五大板块一个论坛”组成，即：
特色医疗板块、医药产业板块、中药材
种植板块、绿色康养板块、省级和兄弟
市特色医疗板块。此外，还将举行健康

老龄化学术论坛，共设置展位 140 个，
参展单位 130 家，会展面积 1 万平方米，
展出展品种类上千种，数量达2万余件。

展会期间还将举行项目签约、中医
院长论坛、山西省少儿推拿技能大赛、
中医适宜技术展、急救自救技能公益培
训等，每天都安排名中医大型义诊、健
康科普讲座、中医治未病体验活动以及
药食同源产品品鉴和售卖活动。

三峡枢纽货运三峡枢纽货运
通过量破亿吨通过量破亿吨

截至9月8日，三峡枢纽2019年累计货运通过量已突破1亿
吨，比往年提前了约半个月。其中，三峡船闸货运量为 9937.7
万吨，三峡升船机货运量为 97.8万吨。图为 9月 17日，船舶有
序通过三峡五级船闸。 郑家裕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应美方邀
请，中央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
岷拟于本周三率团访美，与美方就中美

经贸问题进行磋商，为10月份在华盛顿
举行的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做
准备。

中央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将
应邀率团赴美举行中美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

山西第二届医博会运城启动

据新华社长沙 9月 17日电
（记者阳建、白田田） 中车株洲
电机公司 17 日发布了时速 400
公里高速动车组用 TQ-800 永
磁同步牵引电机。这标志着我
国 高 铁 动 力 首 次 搭 建 起 时 速
400 公里速度等级的永磁牵引
电机产品技术平台，填补了国
内技术空白，为我国轨道交通
牵引传动技术升级换代奠定了
坚实基础。

据介绍，相比传统的异步牵

引电机，这款“永磁高铁”电机
具备功率密度更高、效率更高、
环境适应能力更强、全寿命周期
成本更低等比较优势。

在经历了“直流”“交流”
后，世界轨道交通车辆牵引技术
正在朝 3.0 版的“永磁”驱动技
术发展。这款永磁同步牵引电机
的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将用于驱动我国重点研发项
目——时速400公里跨国互联互
通高速列车。

时速400公里“永磁高铁”电机发布

百年“京张”变公园百年百年““京张京张””变公园变公园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新建的京张高铁将以隧道的方
式下穿北京北部城区，老京张铁路原有铁轨空间将变身为一条长约9公里的带
状公园。图为游客在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本报北京 9月 17日电 （记者季芳）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发布仪式17日
晚在北京首钢园区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冰球
馆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出
席，并发布了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17 日晚，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冰球馆
内，洋溢着一派欢乐喜庆气氛。19 时 25 分许，
韩正和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国家体育
总局局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苟仲文以及
运动员和冰雪少年代表，一同开启装置，北京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精彩亮相。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以熊猫为原

型进行设计创作。冰象征纯洁、坚强，是冬奥
会的特点，墩墩意喻敦厚、健康、活泼、可
爱，契合熊猫的整体形象，象征着冬奥会运动
员强壮的身体、坚韧的意志和鼓舞人心的奥林
匹克精神。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
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和河北省省长、北
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许勤，中国残联主席、北
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张海迪以及残疾人运动员

和冰雪少年代表，一起揭开了北京冬残奥会吉
祥物“雪容融”的面纱。

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以灯笼为
原型进行设计创作。雪象征洁白、美丽，是冰
雪运动的特点，容融表达了世界文明交流互
鉴、和谐发展的理念，灯笼代表着收获、喜
庆、温暖和光明，体现了冬残奥运动员的拼搏
精神和激励世界的冬残奥会理念。

发布仪式上，北京市市长、北京冬奥组委
执行主席陈吉宁和巴赫分别致辞，并播放了国
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的致辞视频。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发布活动举行
韩正出席并发布吉祥物

9月17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正式亮相。图为演员在吉祥物发布活动
上表演。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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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拉萨 9月 17日电
（记者姜琳、刘洪明） 西藏阿里
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 17 日开工
建设。这一工程是迄今为止世
界上海拔最高的输变电工程，
建成后将结束阿里电网长期孤
网运行历史，并有效解决和改
善沿线近 38 万人的安全可靠用
电问题。

据介绍，这一工程起于日喀
则市桑珠孜区多林220千伏变电
站，止于阿里地区噶尔县巴尔
220千伏变电站，跨越西藏10个
县区，工程总投资 74 亿元，输
电线路长度 1689 公里，计划于

2021年建成投运。
目前，西藏尚有 10 个县电

网规模小、安全水平低、供电质
量不高，现有覆盖范围及供电能
力相对落后。阿里与藏中电网联
网工程将使其中的仲巴、萨嘎、
吉隆、聂拉木、普兰、改则和措
勤等7个县连上大电网、用上稳
定电。

工程的建设，将使西藏形成
统一电网，助力脱贫攻坚和提升
人民生活水平，保障国家能源安
全，推动形成面向南亚开放的电
力大通道，对促进西藏清洁能源
开发外送具有重大意义。

世界最高海拔输变电工程开工

9月17日，观众在展柜前观看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新华社记者 李 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