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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 11日电
（记者温馨） 针对美国滥用“一票
否决”机制导致世界贸易组织上
诉机构“停摆”，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11日表示，这是世贸组织成
立以来多边贸易体制遭到的最沉
重的打击。国际社会不能失去公
平和正义，不能任由个别国家、
个别人为所欲为。

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由于美国阻挠新法
官遴选和任命，两名法官的任期
于10日结束后，世贸组织上诉机
构于 11 日被迫“停摆”。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很遗憾，世贸组
织上诉机构成了美国单边主义和
保护主义的又一个受害者。作为
卓有成效的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
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诉机
构将暂时停止运转。对于世界贸
易秩序来说，上诉机构的瘫痪可
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和难以预

料的后果。
她表示，世贸组织成立25年

来，争端解决机制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就 200
多个争端做出裁决，大多数都得
到了顺利的解决。但现在美方一
意孤行，蛮横阻挠，致使上诉机
构陷入瘫痪，这反映出了多边贸
易体制的脆弱性。上诉机构的价
值，对于尊崇多边主义的人来
说，价值连城；但是对于个别迷
信丛林法则的人来说，或许一钱
不值。

“但是国际社会不能失去公平
和正义，不能任由个别国家、个
别人为所欲为，相信这是国际社会
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心声。”华春
莹说，我们注意到有117个成员呼
吁立即启动遴选，表明了绝大多数
成员对恢复上诉机构的强烈政治
意愿。中方愿意同志同道合的绝
大多数一道，继续推动解决上诉
机构面临的挑战。

回应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停摆”

国际社会不能失去公平正义

新华社联合国12月10日电（记者林
远）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 10 日
表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凯莉·克拉夫
特对中国人权状况无端指责，严重干涉
中方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
决反对。

发言人说，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在发展中促进和保护人
权，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人
权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战乱、没有
流离失所、没有恐惧，近 14 亿人民过着安
宁、自由、幸福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最
大的人权工程，最好的人权实践。这是任
何不带偏见的人都能看清的基本事实。

发言人说，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
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信教公民近 2 亿，

现有宗教团体 5500 多个，宗教活动场所
约 14 万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不
存在任何问题。中国新疆地区采取的是
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这些措施确保了
新疆三年来未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有效维护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各项人权。

发言人说，反观美国自身，枪支暴
力严重，贫富分化加剧，种族歧视根深
蒂固，宗教不宽容现象甚嚣尘上。美国
还在世界上到处制造混乱，发动和参与
多场战争，大搞颜色革命，严重侵犯相
关国家人民的人权。

发言人说，中方奉劝美国尊重事
实，摒弃偏见，多多反省自身存在的人
权问题，停止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和政治化的错误做法，停止借人权问题
干涉中方内政。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

坚决反对美代表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11日电
（记者温馨）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1日表示，中方无意参加所谓的

“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这一立
场十分明确，也得到国际社会广
泛理解。美方在核裁军问题上不
断拿中国说事，借此逃避和转嫁
核裁军责任，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
并共见记者时称，当今时代威胁
战略稳定的不仅是导弹、潜艇，
也包括其他武器，军控对话应予
以扩大，纳入中国。虽然中国核
力量确实同美俄差距巨大，但军
控对话并非意在限制任何国家的
核力量，而是旨在开展建设性对
话，维护全球安全稳定。中国对
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认为，作为
世界上拥有最大和最先进核武库
的国家，美国应切实履行其核裁

军特殊责任，回应俄罗斯有关延
长新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的呼吁，并进一步削减其庞大的
核武库，为其他核武器国家加入
多边核裁军谈判创造条件。

“如果美国真正关心全球战略
稳定，就应当停止当前毁约、退
群的做法，停止破坏全球战略平
衡与稳定的消极举措，停止渲染
大国竞争和对抗，立即回到多边主
义的正确轨道，切实维护基于国际
法的国际秩序，维护现有军控与防
扩散法律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
性。”华春莹说。

华春莹说，中方一贯致力于
维护国际军控与防扩散体系，致
力于推进国际军控和裁军进程，
致力于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
定。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继续在裁
军谈判会议、五核国机制等框架
内加强沟通与协作，就事关全球
战略稳定的广泛议题进行讨论，
为国际和平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美方在核裁军问题上不断拿中国说事

中 方 对 此 坚 决 反 对

新华社北京12月 11日电“2019·
南南人权论坛”11 日在北京举行。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
明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坚持文明多
样性 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主
旨演讲。

黄坤明指出，尊重和保障人权，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是中国
党和政府的一贯追求。新中国的 70
年，是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 70 年，是中国人民各项
基本权利持续得到尊重和保障的 70
年，也是中国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不
断作出贡献的 70 年。在这一伟大历程
中，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
人权发展道路，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
验。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

作为不变的初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始终以维护全体人民利益为根
本。中国坚持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相结合，坚持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
促人权，不断增进全体人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安全感。

黄坤明指出，新形势下，广大发
展中国家应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和平
稳定的人权发展环境，创造丰富多样
的人权发展模式，谋求平衡充分的人
权发展愿景，完善公正合理的全球人
权治理，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进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和外交部主
办，来自 80 多个国家及联合国等国际
组织的高级官员、专家学者、驻华使
节等300余人出席。

“2019·南南人权论坛”在京举行
黄坤明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本报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严冰）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2020年春运火车票将于 2019年 12月
12日开始发售。

据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2020 年铁路春运自 1 月 10 日开始，2 月
18 日结束，共 40 天，节前 15 天，节后
25 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4.4 亿人

次 ， 同 比 增 加 3257 万 人 次 ， 增 长
8.0%，日均发送旅客 1100 万人次，节前
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高度重叠，客
流相对集中，节后客流相对平缓。铁路
部门安排节前每日开行旅客列车 5275
对，运输能力达到 1010 万人；节后每日
开行旅客列车 5410 对，运输能力达到
1043 万人。

“我是北京首批喝上‘南水’的市民，这
几年，水碱变少了，沏茶都感觉更香了。”北
京市丰台区幸福家园小区居民赵飞艳切实感
受到“南水”进京给普通老百姓生活带来的
变化。

11 月 27 日上午，北京市政协和湖北省十
堰市政协开展了以“南水北调水源保护利用
与对口协作”为主题的网络远程连线活动。
赵飞艳打开水龙头接一盆水准备洗菜，水质
清冽。这生动一幕出现在连线画面中。

“作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受益者，非常感谢
党和国家为咱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也感
谢千里之外几十万移民的无私奉献。”赵飞艳
激动地说。

赵飞艳居住的幸福家园小区跟郭公庄水
厂仅有一条马路之隔，这个水厂为迎接“南
水”进京而建。“水厂水质处理工艺和链条目
前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紫外消毒、膜处
理等技术国内领先。同时，它也是北京新世

纪以来兴建的最大规模的供水厂，一期日供
水 50 万吨，有效缓解了京城高峰用水压力。”
该水厂副厂长陈宝瑞说。

经检测人员检测，赵飞艳家自来水浊度
为 0.35NTU （浊度单位），远优于“不高于
1NTU”的国家标准。北京市自来水集团负责
人表示，部分南城地区以前使用本地地表水
与地下水的混合水，硬度普遍在每升 350 至
380毫克 （国家标准是每升450毫克），水碱现
象明显。郭公庄水厂使用“南水”水源，自
来水硬度减少到每升 120至 130毫克，比之前
降低了六成多，水碱明显减少。

自“南水”2014 年底进京以来，目前北
京市累计接收丹江口水库来水达到 52 亿立方
米，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I类
以上，全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200万。

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刘光明表示，为用
好珍贵的南来之水，北京确立了“节、喝、
存、补”的用水原则，以节约用水为前提，

“南水”优先保障居民生活，有七成进入了各
大自来水厂，供水范围基本覆盖中心城区以
及大兴、门头沟、昌平、通州等部分区域。

基于充足的“南水”保障，北京市开展
了大规模的自备井置换工程，新增130余万市
民喝上市政自来水，饮水安全和水质更有保
障。除居民用水，剩余的主要用于存蓄在大
中型水库和回补地下水，显著增加了首都的
水资源战略储备。

据悉，1999 年至 2014 年底“南水”进京
前，北京市地下水水位年均下降1米。自2014
年底“南水”进京以来，北京地下水位持续
下降局面得到遏制，截至 2018 年底平原区地
下水埋深回升 2.72 米，增加地下水资源储量
达到13.9亿立方米。

压题图：12 月 10 日拍摄的河南省南阳市
淅川县境内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
丹江口水库库区。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

新华社河内12月10日电 应越南
共产党邀请，中组部秘书长臧安民 12
月 6 日至 10 日率团访问越南，会见越
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君，同越共中
央组织部副部长梅文政、越共中央理
论委员会副主席武文贤分别举行会

谈，会见胡志明市市委副书记武氏
蓉，并宣介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越
方感谢中共派团介绍十九届四中全会
有关情况，表示愿深化双方治国理政
理论实践经验交流，推动越中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南水北调工程通水55年来年来，，北京逾北京逾12001200万人直接受益万人直接受益

““水碱变少了水碱变少了，，沏茶更香了沏茶更香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贺贺 勇勇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对外宣介团访越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南方电网广
东 中 山 供 电 局
500 千伏文山变
电站工程因采用
新型站用电精益
化管理系统、智
能巡检系统等，
近日获得国家优
质工程奖。图为
智能巡视机器人
正在巡视。
汤子隆 黄文聪

摄影报道

本报百色12月11日电（记者李纵）
纪念百色起义 90周年活动 11日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百色市举行，来自中央国家机
关、自治区、相关省份和部队代表，红
七军、红八军亲属代表和左右江老区干

部群众代表共600多人参加了活动。
在百色干部学院举行的百色起义

90 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央宣传部、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自治区领导等
讲话。

纪念百色起义90周年活动举行

2020 年春运火车票今起开售
预计发送旅客4.4亿人次

浙江省杭州
市余杭区南苑街
道近日针对裸露
的“征而未用”土
地 进 行 复 绿 整
治，因地制宜打
造绿化景观区，
今年已完成1567
亩土地复绿。图
为红联社区复绿
整治后的花海。

符夏菁摄

爱心火锅 温暖寒冬
12月11日，山东省乳山市一家火锅店邀请70名环

卫工人免费享用火锅，以感谢他们寒冬里的辛勤付出。
图为环卫工人在吃火锅。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