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

A14

●責任編輯：張培嘉

2021年5月8日（星期六）
2021年
2021
年 5 月 8 日（星期六）
2021年5月8日（星期六）

習近平同國際奧委會主席通話：
支持舉辦東京奧運 願同國際奧委會加強疫苗合作

:

推進北京冬奧冬殘奧籌辦工作
習近平強調，中方正在圍繞如期舉辦北京冬
奧會、冬殘奧會目標，穩步推進各項籌辦工
作。目前，所有競賽場館全部完工，賽事組織
和場館運行有序開展，賽會服務保障工作加快
推進，宣傳推廣和文化活動有序推進。中方舉
辦了雪上項目、冰上項目測試活動，對辦賽涉
及的關鍵要素進行了有效檢驗。中方將組織好
下半年各項測試賽，為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
打下更加堅實的基礎。

習近平強調，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是世界各
國的盛會，是全球運動員公平競技的舞台。感謝
國際奧委會為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籌辦提供積
極支持和指導。中方對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如
期成功舉行充滿信心，願同國際奧委會和國際社
會一道，確保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成為一屆簡
約、安全、精彩的奧運盛會。

巴赫：反對將奧林匹克運動政治化
巴赫表示，祝賀中國各領域發展取得驕傲的
成就，特別是中國率先成功抗擊新冠肺炎疫

情、率先恢復經濟增長，為全球抗疫合作和經
濟復甦發揮了重要引領作用。國際奧委會高度
重視同中方的良好合作，願同中方加強疫苗合
作。當前北京冬奧會籌備工作處於重要階段。
國際奧委會堅守《奧林匹克憲章》，反對將奧
林匹克運動政治化，願同中方繼續密切合作，
全力支持中方如期舉辦北京冬奧會、冬殘奧
會。相信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將向世界展
現抗擊疫情的榜樣力量，推動世界冰雪
運動發展，為奧林匹克運動發展作
出重要貢獻。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外交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
5月7日同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通電話。
習近平對巴赫連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表示祝
賀，表示在巴赫主席領導下，國際奧委會團結
各方力量，推動奧林匹克運動蓬勃發展。新冠
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國際奧委會做了不少工
作，為全球團結抗疫提供了正能量。疫情對奧
運會等體育盛會造成很大影響。中方願繼續配
合國際奧委會，支持舉辦東京奧運會。中方願
同國際奧委會加強疫苗合作，共同構建保護運
動員安全參賽的有效屏障。

美涉疆聽證會是拙劣的反華表演
駐美使館辦視頻交流會 多名新疆各族民眾駁斥涉疆謠言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外交部網站及新華社報道，就美國國會眾院外委會日前以視頻方式舉行了題為「針對新疆維吾爾族和
其他少數民族的暴行」的聽證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7 日回應，這樣的聽證會毫無客觀公正可言，只會是一場拙劣
的反華表演。汪文斌強調，新疆問題不是民族宗教和人權問題，而是反恐反分裂問題。
說，美國國會眾議院外委會在毫無事實依
他據的情況下，以所謂「針對新疆維吾爾族

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暴行」為題舉行聽證會，是
刻意搞有罪推定，對中國內政進行赤裸裸的干
涉。出席聽證會的證人要麼是「疆獨」分裂分
子，要麼是滿嘴謊言、多次被揭露發表自相矛
盾說辭的所謂倖存者，要麼是對中方的治疆政
策充滿偏見的人。這樣的聽證會毫無客觀公正
可言，只會是一場拙劣的反華表演。

冀美方正視新疆發展進步的客觀事實
汪文斌介紹，為了幫助美方人士了解新疆的
真實情況，中國駐美使館在5月6日舉行了「新
疆是個好地方」的視頻會，新疆人大常委會負
責人、參加過教培中心學習項目的學員等當地
群眾親身講述當地生產生活情況，並同美方與
會人士對話交流。
「在此之前，中方廣泛邀請了美國會議員和
助手參加視頻會。他們平日口口聲聲關心新疆
的人權，但卻幾乎無人出席。」
汪文斌指出，這充分暴露出有關美方人士在
涉疆問題上的虛偽和別有用心，不敢面對最了解
當地情況的新疆當地政府官員和群眾，只願相信
少數機構和個別人捏造的抹黑攻擊新疆人權狀況

的謊言。我們希望美方正視新疆發展進步的客觀
事實，不要被反華勢力編造的謊言和虛假信息蒙
蔽了雙眼，停止污衊抹黑中國的民族宗教政策，
停止以所謂新疆人權問題為借口干涉中國內政。

雪克來提·扎克爾：
涉疆謊言堪稱史上最大誣陷案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
6 日晚共同舉辦「新疆是個好地方」視頻交流
會。多名新疆各族群眾講述自身經歷，駁斥涉
疆謠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雪克來提·扎克
爾在會上表示，美西方反華勢力編造出新疆犯
下「種族滅絕罪」和「反人類罪」的世紀謊
言，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誣陷案。
和田地區洛浦縣婦女圖拉妮薩·熱合曼在交流
會上介紹，在南疆農村婦女可以享受到免費孕
檢並領取保健品，生孩子還有醫保報銷，自己
家基本不用掏錢。三個孩子出生後，當地政府
還發放了營養品，孩子們還可以免費從幼兒園
讀到高中畢業。
「我在生了第三個孩子後，和老公商量去醫
院上了節育環，這個避孕節育措施既安全又有
效。」她說，「如果我們被『強制絕育』了，

村裏又怎麼會有這麼多活潑可愛的孩子呢？」

專家：
「種族滅絕」帽子是對國際法的嚴重玷污
新疆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艾爾肯·沙木沙克指
出，「認定種族滅絕罪有非常嚴格的法律、證
據和程序標準，絕不是憑着某些國家、某些組
織、某些人的主觀臆想和信口開河。美西方一
些無良政客和『偽學者』罔顧事實和國際法，
蓄意給新疆扣上『種族滅絕』帽子，是對國際
法的嚴重玷污和挑釁，是對新疆各族群眾的侮
辱。」
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83 年加入《防止
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支持參與國際社會
反對滅絕種族罪行的鬥爭，支持參與聯合國為
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行而開展的活動。
雪克來提·扎克爾表示，國際上越來越多的有
識之士，如今看清了美西方反華勢力炮製的涉
疆謊言，紛紛指出美國對新疆「種族滅絕」的
指控輕率、不負責任且沒有根據，通過各種方
式對其客觀性、真實性、嚴謹性逐條進行了批
駁。
「美西方反華勢力種種對新疆的無端指責不
得人心，終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雪克
來提·扎克爾說。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 6 日晚共同舉辦「新
疆是個好地方」視頻交流會。圖為該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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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隨着 5
月 6 日滿載着電水壺、光纖調製解調器、兒童單車
等 50 車貨品的 X8155 次中歐班列（西安），從中
國鐵路西安局集團有限公司西安國際港站駛出開
往阿拉山口口岸，也標誌着 2021 年中歐班列（西
安）運輸車數突破 5 萬車。據悉，截至當日，中歐

班 列 （ 西 安 ） 累 計 運 輸 50,060 車 ， 同 比 增 長
19.8%。

跨境電商企：運費僅為空運兩成
「中歐班列（西安）運費只有空運的 20%，極大
地節約了物流成本，為企業發展帶來了更多空
間。」西安百福供應鏈公司總經理張翔此前曾表
示。該公司為一家跨境電商企業。

去年開行量重箱率貨運量全國第一

●今年中歐班列（西安）運輸車數突破5萬車。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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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自 2013 年開行以來，中歐班列（西安）
共面向中亞、南亞、西亞及歐洲開通運行 15 條幹線
通道，覆蓋歐亞大陸全境。此外，中歐班列（西
安）還以海鐵聯運方式駛入全球港航體系，加速形
成了國內國際相互促進的亞歐陸海貿易大通道，實
現了由單一出口貿易到雙向互濟的轉變。2020 年，
中歐班列（西安）共開行 3,720 列，開行量、重箱
率、貨運量全國第一。
今年以來，中歐班列（西安）憑借運量大、時效

性強、綠色環保等優勢，開行數量進一步增加。截
至 5 月 6 日，平均每天開行 5 列至 7 列，運送貨物主
要包括輕工、食品、工機等9大類。
為了更好地服務外貿企業持續增長的運輸需求，
西安國際港站不斷優化作業流程，加強裝卸組織，
確保檢驗通關、車輛調配等環節的無縫銜接，提高
貨場場地周轉效率，確保貨物按時裝車、及時運
輸。同時，積極推進「+西歐」集結體系建設，聯合
內地其他城市共同建設中歐班列（西安）運輸網
絡，加速打造中歐班列（西安）集結中心，以期讓
更多沿線城市共享發展紅利。
招商局集團中外運物流西北公司總經理助理胡瑞冬此
前表示，「今年，我們不僅將啟用投資6億元人民幣、
總面積8萬餘平方米的高標準現代化立體倉庫。同時，
擬與西安國際港務區與西安鐵路局合作，建設 200
（畝）至500畝規模的進出口商品集散和分撥中心。」
胡瑞冬說，作為中歐班列（西安）運營方之一，
該公司亦希望能在夯實現有優勢的前提下，今年投
入超過1,000個自有貨櫃用於班列運行。

深化交流共謀合作 更好造福各國人民

香港文匯報訊 「希望各國嘉賓和各界人士深化交
流、共謀合作，更好造福各國人民。」5月6日，習近
平主席向首屆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致賀信。習主席
強調，中國願發揮海南自由貿易港全面深化改革和試
驗最高水平開放政策的優勢，深化雙邊、多邊、區域
合作，同各方一道，攜手共創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
央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習主席的賀信再次向
世界宣示新時代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堅定信心，為
疫情衝擊下艱難復甦中的全球經濟注入新動力，也
為中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和促進國內消費轉型升
級進一步指明了方向。
在賀信中，習主席深刻指出消博會的「三個有利
於」——有利於世界各國共享中國市場機遇，有利

於世界經濟復甦和增長，也有利於中國為世界提供
更多優質消費品，展現了合作共贏、共享紅利的大
國擔當和廣闊胸懷。

為國外企業提供
「中國機遇」
「相通則共進，相閉則各退。」文章分析，對世界
而言，中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但國
內高端消費品供給不足，消博會為國外企業開拓中國
市場和穩定國際產業鏈提供了「中國機遇」。對中國
而言，「國貨」需要走向世界，國民消費升級需求日
益增長，消博會將優化國內消費環境，吸引境外消費
回流，帶動自主品牌在同台競技中提升實力。我們要
用好消博會這一重要舞台，聯通兩個市場，用好兩種

資源，推進全球服務貿易破浪前行、繁榮發展。
擴大開放，不僅是範圍的擴大，更需要質量的提
升。我國正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
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必須牢牢把握擴大
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擴內需離不開消費的基礎性作
用。一方面，消費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動
力，但還有巨大潛力可挖掘，需要通過提質升級打
造更多發展的動力源。另一方面，內需潛力的釋
放、動力的轉化，需要一系列深層次改革來實現，
海南自貿港和消博會的實踐，正是促進雙循環的有
力之舉，將有利於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
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為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新
發展格局提供現實支撐。

外交部：造成危害概率極低
長五火箭殘骸再入大氣層

中歐班列（西安）今年破5萬車 同比增19.8%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外
交部網站及《聯合早
報》報道，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汪文斌 7 日回應
中國長征五號 B 運載火
箭重返大氣層問題時
說，火箭採用特殊的技
術設計，對航空活動及
地面造成危害的概率極
低。
根據澎湃新聞報道，
有記者在 7 日舉行的外
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再就
中國長征五號 B 運載火
箭重返大氣層問題提
問。

為國際通行做法

汪文斌介紹說，火箭
末級再入大氣層燒蝕銷
毀，這是國際的通行做
法。長征五號 B 遙二運
載火箭上月 29 日成功將
空間站天和核心艙送入
了預定軌道。中方高度
關注火箭末級再入大氣
層的情況。「據我了
解，該火箭末級已採用
了鈍化技術處理，絕大
部分器件將在再入過程
中燒蝕銷毀，對航空活
動及地面造成危害的概率極低。相關主管部
門將及時對外通報情況。」
據早前報道，美國五角大樓預計，正
在墜落的中國火箭殘骸將飛出軌道並在本
周末重返地球大氣層，但美國官員現在還
無法預測碎片的落點。英國《衛報》引述
哈佛大學天體物理學中心的天體物理學家
麥克道爾預計，最可能的結果是火箭將掉
入海中，因為海洋覆蓋了地球約 71％的
面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