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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给中国扣上“非市场导向”帽子

我商务部：与事实完全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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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原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土地管理局党委书
记、离休干部缪仲泉同志，因病于2022年2月15日23时55分
逝世，终年92岁。
缪仲泉同志遗体已于2月17日上午10时在天津市第一

殡仪馆火化。

缪仲泉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 于佳欣 王雨萧）针对美方给
中国扣上“非市场导向”的帽子，声称中国相关政策和做法违背市
场经济原则并导致不公平竞争，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7日表
示，这既缺乏国际经贸规则依据，也与事实完全不符。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在一份新的评估报告中称，美国需
要寻求新的战略并更新其国内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政府主导的
非市场政策和做法”。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全
球来看，存在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的
成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也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发挥政府
作用有效结合的成功，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

针对美方寻求更新国内贸易工具的表述，高峰表示，中方认
为，美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应该使其贸易工具符合世贸组织规
则，而不是另搞一套，以寻求新战略为名，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霸凌主义之实。

高峰强调，中美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
择。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的对华经贸政策，与中方相向而行，本
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
正确轨道。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
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高峰还说，目前，双方经贸团队保持正常沟通。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

马明一审被判无期

新华社济南2月17日电 2022年2月17日上午，山东省淄博
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
马明受贿一案，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马明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扣押、查封、冻结在案的受贿所得
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9年，被告人马明利用担任吉林省
松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吉林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吉林省辽
源市委书记，吉林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公安厅党委书记、厅
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内蒙古自
治区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其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和案件处理
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5785亿余元。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马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且

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受贿次数多、时间跨度大，严重侵害国家工作
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影响恶劣；同时，马明到案后能主动交代
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1.5071亿余元的事实，认罪悔罪，检举他
人构成立功，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
节。综合考虑上述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法
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教育部

每所中小学校至少配备1名法治副校长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 胡浩 张研）记者从教育部17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
法》5月1日起实施，每所中小学校将至少配备1名法治副校长，偏远
地区、农村地区学校和城市薄弱学校优先配备法治副校长。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邓传淮介绍，多年来，兼职法治副校长

制度成为教育管理的“助推器”，在增强学校师生权益保护、推进青
少年法治教育、维护学校及周边地区治安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同时，在实践中也存在法治副校长配备不均衡、履职尽责
能力不平衡，人员流动大、难以及时补充等问题。
此次出台的《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中

小学法治副校长“是什么”“干什么”“谁来管”等问题，系统设计了
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制度。

据介绍，中小学法治副校长是指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
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推荐或者委派，经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聘
任，在学校兼任副校长职务，协助开展法治教育、学生保护、安全管
理、预防犯罪、依法治理等工作的人员。

全新量子计算软件发布
国产量子计算软硬件结合迈出重要一步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 张泉）中科院软件所
团队日前发布全新量子计算编程软件——isQ-Core，并
成功部署至世界领先的超导量子硬件平台，标志着国产
量子计算软硬件结合迈出重要一步。
“量子计算软件是连接用户与量子计算硬件设备的

桥梁，量子计算软硬件的结合，将为更多不同行业人士进
行量子计算相关理论研究和应用探索提供有力支持。”科
研人员说。

近年来，量子计算机发展迅速，“九章”“祖冲之号”
“祖冲之二号”等相继问世。与电子计算机类似，量子计
算机的高效运行和使用，离不开软件的配套支撑。量子
软件须满足量子计算底层物理原理和算法逻辑，具有较
强专业性和特异性，主要包括量子程序编译器、量子测控
软件等。

据介绍，isQ-Core量子编程语言及其编译器具有简
洁、易用、高效、扩展性强、可靠性高等特点，能为量子计
算用户提供许多便利。未来，isQ-Core将持续升级，增
加、完善更多功能，与我国量子计算硬件协同发展。

isQ-Core由中科院软件所与北京中科弧光量子软
件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团队联合开发，已成功部署至中科
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量子计算云平台。该
平台是目前国内硬件规模最大的量子计算云平台，由“祖
冲之号”研究团队提供硬件支持，并将引入“祖冲之二号”
的计算能力。

据悉，各方团队正在加紧实施更大规模的软硬件对
接，将为国内外各类机构及个人开展量子计算理论研究、
基础实验和应用探索提供更优质平台。

据新华社香港2月17日电 内地支援香港抗疫流行
病学专家组17日下午抵达香港开展工作，全力支援香港
做好病毒溯源、疫情分析和风险研判等，帮助香港尽快稳
控疫情。
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孙阳表示，此次选派的赴港专家，

多次参与内地聚集性疫情处置工作，专业素质过硬，经验
十分丰富。专家组将借鉴内地疫情处置经验，深入分析
研究当前香港的疫情形势，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
疫情防控措施建议。
“支援香港抗击疫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国家流

行病学调查专家组成员、内地支援香港抗疫流行病学专
家组专家康敏说，“我们将坚持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充分
发挥专业所长，与香港本地专家加强合作交流，一起做好
数据分析、风险研判、卫生应急管理等各项工作，全力帮
助香港抗击疫情。”
专家组一行4人下午经深圳湾口岸入港，随同赴港

支援抗疫的还有8名检测人员和2台移动核酸检测车、1
台物资运输保障车。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香港
中联办负责人等赴口岸迎接专家组一行。
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将按照中央要求，将抗疫视

为压倒一切的任务，调动一切可调动的人力和资源，采取
一切要采取的措施，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确保香港的大局稳定。
近期，香港疫情形势严峻，中央成立内地支援香港抗

疫专班，根据特区政府提出的具体需求，立即采取行动，
积极落实各项援港抗疫措施，继派出专家组之后，还将陆
续组织协调内地防疫资源和力量，协助香港特区政府尽
快稳控疫情。

4名流行病学专家 8名检测人员 2台移动核酸检测车 1台物资运输保障车

内地支援香港抗疫专家组到港

北京2022年冬奥会闭幕式将于20日晚上演，在奥运会
会旗交接仪式上，下一届冬奥会东道主、意大利的米兰和科
尔蒂纳丹佩佐将奉献一场怎样的“八分钟”表演？交接仪式
艺术总监莉达·卡斯特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透露，他
们的表演将体现现代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也希望表达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

展现和谐之美

16日晚，北京冬奥会闭幕式进行了彩排。在媒体工作
间，记者看到了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八分钟”表演团队的
成员。当晚的彩排是他们第一次与冬奥会闭幕式表演合练。

卡斯特利介绍说，她和她所在的公司从事奥运相关
演出已有近20年历史，第一次表演是在盐湖城2002年冬
奥会闭幕式交接仪式上。“当时作为下届东道主，我们呈
现了‘都灵八分钟’表演。如今冬奥会又将来到意大利，
来到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我们也做好准备将奥运会
会旗带回意大利。”

2026年，意大利将第三次迎来冬奥会。此前，科尔蒂
纳丹佩佐曾在1956年举办过冬奥会，都灵在2006年举办过
冬奥会。

卡斯特利说，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是两座完全不同
的城市：米兰是一座现代之城，象征着未来；科尔蒂纳丹佩
佐则在群山之中，体现自然之美。“两座城的对话，城市与山
川让我们获得了灵感……在两个不同维度达到完美的平衡
与和谐，这也传递出可持续的理念，实际上是在说，我们需
要善待地球，去关心并且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

少即是多

在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下一届夏奥会东道主法国巴
黎呈现了视频版的“巴黎八分钟”，而这次，意大利人来到北

京现场演出。卡斯特利说，这次他们的演员人数非常少。
一方面是因为疫情的背景，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少即是
多”，希望用很少的演员也能传递出重要的理念。
“（演员人数）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我们只保留了必

需的演员，有时候你不需要很多演员，而是需要高水准的
表演。”卡斯特利说，将有一位意大利女歌手表演一个重
要环节，还有两名舞者，具体无法透露更多，因为要保留
惊喜。
她说，疫情之下来华现场演出虽然很难，但在冬奥会闭

幕式这一重要时刻，现场表演还是非常重要。“这可以向世
界传递积极信号，我们大家可以重新团聚，共同迈向更美好
的未来。”

与北京的缘分

为了这场表演，卡斯特利和她的团队已准备一年时间，
过去6个月，他们一直在进行彩排和调整。卡斯特利说，他
们与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团队合作很愉快，来华之前得
到了演出所需的全部信息，同时与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
也有着长期合作。

卡斯特利回忆说，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她也在“鸟
巢”现场。“那场开幕式通过大规模的表演来传递许多信
息，而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所呈现的则是一种小而美的表
演，更温馨、更空灵、更浪漫，同时也更有科技感。理念和
主题扎根于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非常现代，也非常有
正能量。”

她特别提到了冬奥会开幕式铺满“鸟巢”场地的屏幕。
这次的“八分钟”，他们团队也将充分利用这块屏幕。“我们
制作了非常有意思的视频，将与表演一同播放，展现我们的
城市，也彰显我们希望传达的理念。”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将有一位意大利女歌手表演一个重要环节，还有两名舞者……

闭幕式，意大利“八分钟”也将用“鸟巢”地屏

当日下午，内地支援香港抗疫流行病学专家组一行4人经深圳湾口岸入港，随同赴港支援抗疫的还有8名检测人员和

2台移动核酸检测车、1台物资运输保障车。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 姬烨 高萌）北京冬奥
组委17日在志愿者主题的发布会上表示，致敬每一位冬奥
参与者，镜头后的你们都是英雄！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严家蓉说，2008年，志愿者
让世界印象深刻，如今这些“蓝色身影”依然是“双奥之城”
最好的名片。从2008年到2022年，十几年间，志愿精神不
断深入人心，志愿服务融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事实上，我们的幕后英雄不仅有热情洋溢的蓝衣志愿

者，还有身穿防护服不厌其烦每天为大家做核酸检测的医
务人员，背着医疗包、脚踩滑雪板的滑雪医生，还有为我们
提供语言服务的翻译、包括在今天现场的同传们……他们
的身影活跃在北京冬奥会的每一个角落。”严家蓉说，“北京
冬奥会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首个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
育盛会。它的组织和运作，既需要强大的领导力和组织协
调能力，也需要一个又一个专业水平高超的幕后英雄。正
是每一颗螺丝钉精准、高效地运转，才保障了赛会有序、安
全运行。我想致敬每一位冬奥参与者：镜头后的你们都是
英雄！”

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部长滕盛萍介绍说，北京冬奥会
共录用赛会志愿者一万八千多人，其中北京赛区占比63%，
延庆赛区占比12%，张家口赛区占比25%，35岁以下青年占
比94%，成为志愿服务的主力军。赛会志愿者服务涵盖体育
竞赛、场馆管理、语言服务、新闻运行等41个业务领域。
北京冬奥组委各相关业务领域为赛会志愿者提供了充

足的保障，包括证件、制服及装备、餐饮、住宿、交通、医疗、
保险、物资、空间等各方面，保障了志愿者没有“后顾之忧”，
安心服务。

当天的发布会上，志愿者魏伊宁还与大家分享了参与
冬奥志愿服务的感受。她说：“很多媒体朋友问我，今年不
能回家过年，会不会觉得有一点难过？我的回答是，对我来
说这将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新年。两年来全世界都在和疫情
做斗争，因为冬奥会我们彼此连接在了一起，我们都知道此
刻的相聚是有多么不容易，我们彼此陪伴，彼此激励。”
“你们想要带可爱的‘冰墩墩’回家，但是在这里我还想

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就是来自冬奥会志愿者的温
暖。”魏伊宁说。

北京冬奥组委致敬每一位冬奥参与者

“蓝色身影”是“双奥之城”最好名片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工业和信息化

部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会同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全协调局起草的《关于进一步规
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移动智能终端预
置应用软件应遵循依法合规、用户至上、安全便捷、最小
必要的原则，依法维护用户知情权、选择权，保障用户合
法权益。

征求意见稿提出，移动智能终端预置应用软件是指
由移动智能终端生产企业预置，在移动智能终端主屏幕
或辅助屏幕界面内存在用户交互入口，为满足用户不同
的应用需求而提供的、可独立使用的软件程序。

征求意见稿明确，生产企业应确保除基本功能软件
外的预置应用软件均可卸载，并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
式供用户选择。
此外，生产企业应完善移动智能终端权限管理机制，

提升操作系统安全性，采取技术措施预防在产品流通环
节发生置换操作系统或安装应用软件的行为。

征求意见稿提出，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加强对移动智能终端预置应用软件的监
督检查。

两部门拟加大力度

规范移动智能终端

应用软件预置行为

新华社沈阳2月17日电 辽宁省纪委监委日前通报了三起领
导干部以权谋私破坏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件。
辽宁省纪委监委通报介绍，辽宁省检察院原党组副书记、副检

察长宋兴伟2006年、2014年，利用交办案件线索职权，先后2次受
某私营企业主请托，要求下级检察机关对相关人员进行查处并追
究刑事责任，帮助该企业顺利办理工程建设相关手续、承揽相关工
程。1997年至2020年，宋兴伟利用职权或影响力，先后为36人在
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贷款办理、规划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财
物折合人民币共计6027.75万元。
大连市沙河口区委原书记、一级巡视员孙明2007年至2013年，

利用担任庄河市市长、沙河口区区长的职务便利，干预和插手中介
机构服务活动，接受大连某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请托，通过向财政部门推荐的方式，为该企业进入政府项目招标
代理备选单位范围提供帮助，并多次收受钱款。1997年至2021年，
孙明利用职务便利，先后为36人在企业经营、项目开发、款项拨付
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169.94万元。

丹东市政府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孟炜2018
年10月至2019年2月，强制某公司出资332万元购买6套某智能
识别系统捐赠给丹东市警察协会。2003年至2021年，孟炜利用职
权或影响力，先后为43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贷款办理等方面
谋取利益，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5376.20万元。

领导干部破坏营商环境

辽宁通报三起典型案件

2月16日拍摄的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永仁县维的乡的一处光伏电站（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利用得

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发展光伏产业，通过引入大型

企业在荒山荒坡建设光伏电站，带动周边村民就

业、村集体增收。目前，全县已建成4座集中式光

伏电站和108座分布式并网光伏电站，实现产值超

16亿元。 新华社发

光伏产业 让“荒山”变“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