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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防控

就加拿大众议院通过涉疆动议

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
我外交部

“中国制造‘债务陷阱’”是假
挑拨离间中非关系是真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 郑明
达 潘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3日表示，
加拿大众议院有关涉疆动议罔顾事实与常
识，对中国蓄意污蔑抹黑，严重违反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已向加方提出严
正交涉。
当地时间22日，加拿大联邦众议院不

顾中方严正立场，执意通过涉疆动议，诬称
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等实施所谓“种族灭
绝”，鼓吹更换2022年北京冬奥会举办地。
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涉疆问

题的本质是反暴恐、去极端化问题。中国

新疆地区认真落实联合国制定的《防止暴力
极端主义行动计划》，借鉴其他国家的类似做
法，依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完全符合《联合
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原则和精神。
“经过各族人民的努力，新疆已连续4年

多没有再发生暴恐案件，社会安全稳定，发展
持续向好，人民安居乐业。”他说。

汪文斌介绍，近年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
持续增长。2010年至2018年，新疆维吾尔族
人口从1017.15万人上升至1271.84万人，增长
25.04%，维吾尔族人口的增幅不仅高于全疆
人口13.99%的增幅，也高于全部少数民族人
口22.14%的增幅，更明显高于汉族人口2.0%

的增幅。新疆各族人民充分享有生存权、发展
权等各项权利，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传统
文化、风俗习惯等得到很好保护和传承。
“事实证明，新疆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种

族灭绝’，这完全是极端反华势力蓄意炮制的
世纪谎言，是污蔑抹黑中国的荒唐闹剧。”
汪文斌指出，加拿大一些政客公然将体

育运动政治化，完全违背了奥林匹克宪章精
神、损害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和各国运动员
的利益。
“加方一些人应该摒弃反华偏见，走出内

心阴暗的屋子见见阳光，客观、公正看待中
国，而不是沉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陈旧思维，

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将国内政治争斗甚
至一党私利置于中加关系大局之上。”他说。
汪文斌指出，加方一贯声称捍卫价值观，

但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尊重事实。加方
有关政客从未去过新疆，甚至没有到过中国，
却打着人权的幌子在涉疆问题上搞政治操
弄，公然散布虚假信息和谎言，这恰恰是对其
所标榜价值观的践踏。
“我愿强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加

方没有任何资格和权利横加干涉。中方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
移。对于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动，中方必
将作出坚决回应。”汪文斌说。

据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 潘洁 郑明达）针对一
些西方国家政客精心编造的“中国制造‘债务陷阱’”谎言，外
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3日表示，所谓“中国制造‘债务陷阱’”是
假，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中非关系是真。

汪文斌说，在非洲国家整体外债构成中，多边金融机构和
商业债权人所持债务占比超过四分之三，在帮助非洲国家减
轻债务负担上负有更大责任，没有哪个非洲国家是因为同中
国开展合作而陷入债务困境的。当非洲国家出现经济困难
时，中方始终愿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妥善解决办法，我们从不逼
债，更不会要求签订什么“霸王条款”。同时，中方高度重视非
洲减缓债问题，我们正遵照中非领导人共识和二十国集团缓
债倡议，积极回应非方关切，已同16个非洲国家签署缓债协议
或达成缓债共识。中方还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15个非
洲国家2020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所谓“中国制造‘债务
陷阱’”是假，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中非关系是真。在
这个问题上，凡是抱着公正的态度，都会得出客观的结论。

汪文斌表示，中国对非合作一贯坚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
确义利观，秉持公开透明、平等互利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有
力促进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中国迄今已帮助非
洲修建超过6000公里铁路、6000公里公路，建设近20个港口
和80多个大型电力设施。中方参与投资建设的尼日利亚莱
基深水港、肯尼亚内罗毕机场快速路项目，丰富了中非投融资
合作方式，助力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中非合作坦坦荡
荡，合作成果实实在在。

据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 熊丰）国家移民管理局
聚焦老年人出入境管理服务需求，从4月1日起，实施6项便
利老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的新举措。

这是记者23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的。为了便利老
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相关单位将建立老年人办理证照“绿色
通道”，设置老年人等需扶助群体窗口，减少老年人等候时间，
老年人可不经网上预约直接到出入境办证大厅窗口办理业
务，并由窗口受理人员帮助老年人打印申请表，解决老年人填
表困难。为便利老年人使用办证自助设备，新举措加强出入
境办证大厅自助设备人工引导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人工咨询、
指引等服务和帮助，协助老年人使用自助采集、自助办证设
备，方便老年人享有智能化服务。

在简化老年人办证照片采集流程方面，60岁（含）以上老
年人申办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或往来台湾通行证，可直
接复用5年内曾办理过的出入境证件照片或居民身份证照
片，无需现场重新拍照或提供照片。

新华社哥本哈根2月22日电（记者 林
晶）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国际专
家组成员、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塞娅·菲舍
尔22日接受丹麦《政治报》采访，批评一些西
方媒体故意歪曲报道专家组近期在武汉开展
的新冠病毒溯源交流合作，并指出武汉之行
成果超出预期。

菲舍尔驳斥了美国《纽约时报》等西方媒
体所谓在武汉“无法获得原始数据”的报道。
她表示，武汉之行在很多方面都超出预期。
中方做了充分准备，提供大量数据，专家组依

据这些数据和文件展开了讨论。
菲舍尔说，国际专家组与中方专家坐在一

起，讨论了重要议程，对彼此的观点和能力相互
尊重，在短时间内共同获取了重要成果，这是漫
长旅程重要的第一步，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纽约时报》本月12日刊文，声称援引近期

赴武汉的世卫组织专家“说法”，称中国继续拒
绝公布有关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的信息，这使他
们很难发现重要线索以遏制未来这类疾病暴
发。多名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及相关研究人员驳
斥美国《纽约时报》，认为该报“故意歪曲”“断章

取义”，所谓“中方拒绝分享可能让世界更加了
解新冠疫情起源的原始数据”的报道与他们在
中国的经历不符。

世卫组织派出的国际专家组1月14日抵
达武汉，与中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共同开
展新冠病毒全球溯源中国部分工作。2月9
日，联合专家组在武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专家组认为新冠病毒“比较可能”是经中间
宿主引入人类，也“可能”是直接传播或者通过
冷链食品引入人类，“极不可能”是通过实验室
引入人类。

故意歪曲报道新冠病毒溯源交流合作

世卫专家：西方媒体歪曲误解武汉之行

2月23日，第102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启航。图为参巡队员在执法艇上列队站坡与岸上欢送的民警告别。 新华社发

中国援助埃及的首批新冠疫苗23日
凌晨运抵开罗，援助阿盟秘书处的新冠疫
苗也同机抵达。图为2月23日，在埃及开
罗国际机场，工作人员运输疫苗。

新华社发

由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助的新
冠疫苗22日晚运抵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成
吉思汗国际机场。图为2月23日凌晨，工作
人员准备卸载中国援助的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墨西哥埃卡特佩克市22日起开始接
种中国科兴新冠疫苗。首批接种人群为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图为2月22日，首
位接种疫苗的74岁老人卡门完成接种后
手持中西双语的祝福语。 新华社发

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台6项新举措

便利老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

山东栖霞笏山金矿爆炸事故原因查明

45名相关责任人员被追责问责

成功处置空中重大特情跳伞受伤

一等功臣复飞重返蓝天

2月23日下午，经过术后复健、体检鉴
定、技术准备，成功处置空中重大特情跳伞
受伤的一等功空军飞行员王建东驾机升
空、重返战位。
“150，准备好！”阔别蓝天数月后，王

建东通过无线电再次向祖国蓝天报到。
“150，可以开车！”13时，战机一跃而

起，王建东与搭档、副旅长黄宏亮首批首架
升空，拉开部队当日飞行训练的序幕。

此前，王建东驾战机实施昼间训练时，
遭遇低空鸟击、发动机空中停车重大特情，
他37秒内3次转变航向避开翼下居民区，最
后在75.9米的极限高度成功跳伞，被军事
专家评价为“教科书式的特情处置操作”。

王建东因此荣立一等功，被授予“空军
功勋飞行人员金质荣誉奖章”。

战机坠毁在一片水田中，最大限度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同时，王建
东却多处骨折负伤。

为了尽早重返祖国的蓝天，王建东一
直在蓄力康复。长跑、力量、协调性训练，
航理学习、技术研究、模拟机练习……该练
的课目、该做的环节，王建东个个不落，个
个要练到极致。
“飞行，是我一生的事业。”这位先后驾

驶过7种机型，有着2100多小时飞行经验
的空军一级飞行员说，“没有谁的成长是一
帆风顺的，会经历一些事情，但终究会在曲
折中前进。”
“降落姿态良好！放伞时机准确。”13

时57分，王建东驾驶战机平稳降落在机场
跑道上，圆满完成飞行训练计划。

新华社南宁2月23日电

新华社济南2月23日电（记者 陈灏 张
武岳）记者23日从山东省有关部门获悉，山东
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栖霞市笏山金矿“1·10”
重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已经山东省委、省政
府研究审定。经山东省事故调查组认定，该
事故是一起由于企业违规存放使用民用爆炸
物品和井口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的重大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

2021年1月10日13时13分许，山东五
彩龙投资有限公司栖霞市笏山金矿在基建施
工过程中，回风井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2人
被困。经全力救援，11人获救，10人死亡，1
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6847.33万元。

事故调查组认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是企业井下违规混存导爆管雷管、导爆索和
炸药，井口违规动火作业，民用爆炸物品管
理、建设项目外包管理混乱，涉事企业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缺失；相关部门落实安全监

管责任、地方党委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不
到位。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和栖霞市均
构成迟报瞒报。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山
东省依规依纪依法对45名相关责任人员追
责问责。对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贾巧遇、外包负责爆破作业并严重违规
混存爆炸物品的浙江其峰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驻栖霞项目部经理吴宗形、外包负责井下设
备安装并违规井口动火作业的烟台新东盛建
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东等15
名企业相关责任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浙江
其峰矿山工程有限公司驻栖霞项目部1名负
责人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山东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贾
巧遇和时任栖霞市委书记姚秀霞，市委副书
记、市长朱涛，因负有迟报瞒报事故责任，目
前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此外，山东对烟台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
人等28名公职人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和组
织处理；责成烟台市委市政府、栖霞市委市政
府分别向上一级党委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涉事企业方面，山东省对山东五彩龙投
资有限公司、浙江其峰矿山工程有限公司、
栖霞市兴达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栖霞市安达
民爆物品有限公司、烟台新东盛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等事故责任单位给予顶格行政
处罚，并纳入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联合惩戒
“黑名单”；对烟台市北海民爆器材销售有限
公司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对北京康迪建设监
理咨询有限公司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作
出处理。给予7名责任人行政处罚，其中贾
巧遇、李东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5年内不
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并
且终身不得担任相关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

据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 侠
克）北京市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1月1日
至2月21日，北京市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556.3万支，累计接种362.6万人。针对广
大群众关心的有过敏性鼻炎是否可以接种
新冠疫苗，为何要接种2剂次疫苗以及接
种新冠疫苗要注意哪些事项，北京市疾控
中心日前进行了解答。

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根据前期新冠
病毒灭活疫苗临床试验研究，仅接种一剂
次灭活疫苗不能产生预期的免疫效果。接
种第二剂次灭活疫苗大约2周后，接种人
群可以产生较好的免疫效果。

据新华社石家庄2月23日电（记者
闫起磊）“因为是保供企业，疫情期间我们
基本没有间断生产，部分员工一直在企业
坚守岗位，政府给我们企业26辆班车发放
了通行绿卡，帮助员工顺利复工返岗，解决
了用工问题。”华北制药集团新制剂分厂党
群工作部负责人靳燕辉说。

记者从石家庄市藁城区了解到，当地
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推进复工复
产和复商复市，使企业应复尽复。通过建
立“企业生产保障协调微信群”等精准服务
企业平台，实行领导包联、部门帮扶、乡镇
驻企“一条线连到底”的帮扶机制，一企一
策，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目前，藁城区235家规上工业企业中
复工复产105家，复产率超过40%。全区
返岗企业职工超过1.8万人。

据新华社哈尔滨2月23日电（记者
强勇）记者从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指挥部获悉，自2月23日零时起，全市
经营证照齐全、符合防控要求的电影院、小
旅店、咖啡厅可有序恢复开放。

北京

仅接种一剂次新冠疫苗
不能产生预期免疫效果

石家庄市藁城区

精准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哈尔滨

电影院等恢复开放

新华社长沙2月23日电（记者 刘良恒 谭畅）记者从长
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获悉，2月23日，“女子车某某租乘货
拉拉网约车跳车身亡事件”涉事司机周某春（男，38岁，长沙
市岳麓区人），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
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23日
发布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绳国庆介绍，1月份，房地产市
场运行总体平稳，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较上
月有所扩大，同比涨幅有扩有落。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月份，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北京、
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5%、0.6%、1%和0.3%。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1.3%，涨幅比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其中，
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9%、1.3%、1.4%和1.7%。

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均上涨0.4%，涨幅比上月均扩大0.3个百分点。35个三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2%和
0.3%，涨幅比上月均扩大0.1个百分点。

据新华社郑州2月23日电（记者 刘高阳）随着节后天气
逐渐回暖，群众户外活动增多。铁路部门提醒，切勿在铁路电
力线路导线附近放风筝、气球等，否则极易引发列车晚点甚至
安全事故。

记者从国铁郑州局集团公司了解到，仅2月18日至21日，
该集团公司管内由于风筝等异物搭挂高铁接触网事故就多达
15起，其中导致高铁列车晚点达8起。

铁路部门提示，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和《河南省铁路
安全管理规定》，禁止在铁路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500米范围
内升放风筝、气球等物体。如违反相关规定，由公安机关责令
改正，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500元
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国家统计局发布1月份房价统计数据

一二三线城市环比涨幅扩大

4天致8次高铁晚点
铁路部门提醒放风筝远离铁路电力网

长沙女子乘货拉拉网约车跳车身亡事件

司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被刑拘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044期3D开奖公告

3 2 3
天津投注总额：458876458876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83注
165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018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32 25 02 08 14 23 06

全国投注总额：352299530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3注
128注
1192注
66905注

1284280注
8768376注

10000000元
193330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924046536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