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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8月
30 日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致电，对国际奥委会原
主席罗格不幸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致以诚
挚慰问。

习近平在电文中说，罗格先生是国际奥委会卓

越领导人，致力于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弘扬奥林匹
克精神，为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特别是倡导
青年体育作出了积极努力，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和体
育界高度赞誉。

习近平指出，罗格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

友，生前长期关心支持中国体育事业和奥林匹克运动发
展，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重视奥林匹克运动在社会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愿同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社会一
道，为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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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31 日下午举行全体
会议，12 位常委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
国”作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汪洋出席。

郭庚茂和支树平常委在联合发言中提出，发挥
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组织优势，真正落实共建共
治共享，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中国的强大效能。张茅常委建议，加强反垄断和
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完善高标准法制规则，提升执
法能力，加强对企业的合规引导和激励，营造公平
竞争社会环境。张守志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提
出，要发挥好法治稳预期、固根本、利长远的优势
作用，坚持以法治思维谋划平安中国建设，以法治
方式解决矛盾问题，以法治手段保障和谐稳定。周
健民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建议，紧扣国家战略

需求，加快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加强基础研究，
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陈荣书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劳动保障法律体系，
加大职工权益保障力度，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
益，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和谐
劳动关系。夏涛常委提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和用途管制制
度，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持续提升粮食综
合生产和供给保障能力。黄丹华常委建议，要着眼
长远，补短板强弱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
控水平，增强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贾庆国常委建
议，完善维护和拓展海外权益的法律法规，构建海
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为构建新发展格
局提供切实保障。马正其常委建议，着力完善食品
药品监管法规，强化企业自律，加大执法和舆论监
督力度，确保食品药品安全。李少平常委建议，强

化源头治理，完善法律规定，依法管控预防，惩防
并举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牛汝极常委建
议，夯实中华文化、中华历史的根基，提高各族群
众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的心灵共情能力，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
国。谭锦球和唐英年常委在联合发言中表示，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要积极作为，引导社会各界充分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功绩，支持德才兼备人士进入特
区政府管治团队，推动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会议听取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斌等就
有关事项作的说明。

全国政协副主席邵鸿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副主
席张庆黎、刘奇葆、万钢、何厚铧、卢展工、马
飚、陈晓光、梁振英、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
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高云龙出
席会议。

政协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
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行大会发言 汪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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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交 部 发 言 人 答 记 者 问

新华社北京 8月 31日电 （记者孙楠、伍
岳） 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悬赏 500 万美
元通缉涉嫌跨国贩毒的一名中国公民，外交部
发言人汪文斌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
严重破坏中美禁毒合作基础，由此带来的后果
应由美方承担。中方郑重要求美方停止悬赏缉
捕行为。

汪文斌介绍，有关案件是中美双方2016年
以来联合侦办的一起案件，中方根据美方通报
的有限线索，开展了大量工作，确认了相关中

国公民的身份并向美方通报了相关信息。经中
美双方联合调查，此案所涉品种当时在中国并
未列管，属于普通化学品。

他说，中方曾多次要求美方提供相关中国
公民涉嫌违反中国法律的证据，但美方迄今仍
未提供。中方认为，认定跨国毒贩必须重事
实、重证据，美方在明知悬赏通缉难以实现的
情况下，时隔 3 年又悬赏缉捕相关中国公民，
这将严重破坏中美禁毒合作基础，为下步双方
合作制造障碍，由此带来的后果应由美方承

担。“中方郑重要求美方停止悬赏缉
捕行为。”

汪文斌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
美禁毒合作，特别是关注美阿片滥

用危机，2019年5月1日，在本国芬太尼问题并
不突出的情况下，中方本着人道主义立场，在
全球范围内率先宣布正式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
质，积极帮助美方应对阿片滥用危机。美方已
通过多种渠道向中方表示感谢，认为禁毒合作
是中美执法合作的重点和亮点。

“中方敦促美方尊重事实真相，立即撤销公
开悬赏通缉相关中国公民的行动，停止抹黑攻
击中方行为，为双边执法合作营造良好氛围。”
他说。

新华社北京 8月 31日电 （记者伍岳、孙
楠）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8月 31日说，美国情
报部门炮制所谓溯源报告，国际社会的有识之
士都看得清清楚楚，也及时发出了正义之声，
美方搞政治溯源只会毒化国际溯源合作氛围，
注定没有出路。

汪文斌当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
时说，美国情报部门炮制所谓“溯源报告”，本
质上是一份政治报告、甩锅报告、虚假报告。
对此，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都看得清清楚楚，
也及时发出了正义之声。

汪文斌表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发推特

指出，美国政府企图将新冠病毒起源归咎于中
国是不负责任、不可接受的，这是美国惯用谎
言来设法实现其政治目的手法。委内瑞拉政府
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做法
十分危险，呼吁国际社会一致予以谴责。俄罗
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中关系研究与预测中心
首席研究员彼得罗夫斯基表示，美国对中国毫
无证据的指责以及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行径令
人无法接受，其目的是试图将自身责任转嫁给
中国。巴基斯坦、柬埔寨、埃及、巴西、叙利
亚等多国官员或学者纷纷发文抨击美情报部门
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和“实验室泄

漏论”，指出政治动机无法替代科学
依据，与其指责他国，美国更应关注
自身抗疫并积极维护国际合作。

“中方始终认为，新冠病毒溯源
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
学家合作开展研究。”汪文斌说，今年初，国际
和中国权威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在华进行了
为期28天的考察研究，并发布了中国—世卫组
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出了权威、
专业和科学的结论，为全球溯源合作打下良好
基础，应当得到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各方尊重
和实施。今后全球溯源工作应该也只能在这个
基础上开展，而不是另起炉灶。

“美方搞的政治溯源只会毒化国际溯源合作
氛围，破坏全球团结抗疫，注定没有出路。”汪
文斌说。

美方搞政治溯源只会毒化国际溯源合作氛围

中方郑重要求美方停止悬赏通缉相关中国公民

8月31日，2021世界5G大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5G深
耕 共融共生”，大会期间将举办会议论坛、展览展示和揭榜赛等。图为展
览现场的咖啡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2021世界5G大会在京开幕

本报北京8月31日电（记者严
冰） 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作为中
国唯一一支国家海上专业救助打捞
力量，中国救捞已初步建成空中立
体救助、水面快速反应、水下抢险
打捞的“三位一体”海空立体救捞
网络，救捞整体发展水平和综合能
力位居世界前列。

在当日举行的交通运输部专题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
局长王雷介绍，目前，中国救捞力
量部署有效覆盖了中国全部沿海水
域、国际搜救责任区，在中国1.8万
多公里海岸线上共设置了24个救助
基地、88 个救助船舶值班待命点、
8个救助飞行基地、115个临时起降
点，并建立了19支应急救助队。

王雷表示，针对各海区救助特

点，中国救捞实时对救捞船舶、直
升机等装备和人员进行优化，将大
马力救助船部署在通航密集区和事
故多发水域，最大限度发挥联动效
应。目前，救捞应急保障力量在 9
级海况下 （12级风14米浪高） 能够
出动，在 6级海况下 （9级风 6米浪
高） 能够实施有效救助。

据了解，中国救捞目前拥有各
类救捞船舶 209 艘；打捞工程船单
船起重能力达到5000吨，整体打捞
能力达 50000 吨；饱和潜水已具备
300 米水深作业能力；遥控无人潜
水器作业深度达6000米，一次溢油
综合清除回收能力单船达 3000 吨。
此外，中国救捞还拥有救助直升机
20 架，飞行救助半径 110 海里，单
次最大救助人数可达20人。

本报北京8月31日电（记者叶
紫） 由国家卫健委、民政部、财
政部、中国老龄协会和中国计划
生育协会共同组织的第五次中国
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8
月 1 日至 31 日进行入户调查。随后
将开展数据清理、审查和校验等相
关工作，拟于2021年年底发布主要
数据公报。

调查对象为居住在中国境内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60 周岁及以
上的中国公民。调查内容包括老年
人口基本情况、家庭状况、健康状
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
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
况、维权意识与行动状况、精神文
化生活状况等。调查范围为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调查样本规模为12.76万
人，抽样比约为0.5‰。

中国已初步建成海空立体救捞网络

第五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开展

据新华社上海8月31日电（记
者刘新） 由中国海警局“衢山舰”
和“海门舰”组成的舰船编队日前
圆满完成2021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
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回上海。

据介绍，今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
执法巡航任务由中国海警局组织，是
编队2艘执法舰船向北太渔委会注册
并获得公海登临检查权后首次巡航。

这次巡航历时 31 天，航经对
马、津轻、大隅等国际海峡航道，
期间根据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和

《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
公约》 有关规定，对北太平洋作业
渔船进行巡查监管，共观察记录渔
船111艘、登临检查渔船3艘，有效
履行了公海执法职责，维护了北太
平洋渔业生产秩序。

中 国 海 警 舰 船 编 队 圆 满 完 成
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

新华社北京 8月 31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3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斯里兰卡议
长阿贝瓦德纳举行会谈。

栗战书说，中斯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平等互信的好
朋友、互利共赢的好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戈塔巴雅总统保
持密切交往，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斯携手抗击
疫情，深化各领域合作，两国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势头。
中方愿同斯方一道，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推动两国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
大发展。一是加强政治交往。用好定期交往机制，保持密
切沟通。二是深化抗疫合作。中方愿在力所能及范围内
继续支持斯方抗疫努力。三是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大做强航运物流、产业合作两大
领域。四是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经济全
球化，为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栗战书介绍了中方关于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原则立
场。栗战书指出，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
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这是国际
社会的普遍共识。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新冠病毒全
球溯源科学合作，坚决反对个别国家罔顾科学和事实，
借溯源问题“甩锅”推责、散播“政治病毒”。中方愿同
斯方共同维护溯源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维护全球抗
疫合作的良好氛围。

栗战书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里兰卡议会加强交
流合作，不断丰富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双方可加
强高层交往及各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间的友好往来。及
时批准、修订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为务实合作提
供法律保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依法治国、发展
经济等方面互学互鉴。加强在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对
话，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议会组织中的沟通。

阿贝瓦德纳表示，中国是斯里兰卡久经考验的朋
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感谢中方在维护主
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抗击疫情等方面给予斯方的坚
定支持。愿与中方加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共同繁
荣。斯里兰卡议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助
力两国关系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参加会谈。

自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日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以来，神舟十二号航
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进入第三个月。其间，航天员乘组先后圆满完成
了各项任务，达到了阶段性工作目标。同时，他们以第一视角在轨记录下
地球之美。

图为 7月 21日，在进行了自行车冲刺间歇锻炼、肌维度等活动后，航
天员汤洪波在空间站“卧室”拍下了夹杂潮湿水汽的西南季风奔赴北非大
陆的“脚步”。

余建斌文 汤洪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