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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5月23日电 北京时间5月23日，第75
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召开。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
分别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
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一决
定充分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台湾民进党当局借疫情
搞政治操弄，不得人心，自取其辱，必将失败。

2009年至2016年，在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
础上，中国中央政府连续8年同意台湾地区以观察员身份
参加世卫大会。民进党执政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
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台湾
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自2017年起，中

国中央政府中止了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特殊安排。
世卫大会也连续多年拒绝涉台提案。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加强合作、团结抗
疫是国际社会对本次大会的共同期待。但民进党当局逆
历史潮流而动，执意搞涉台提案，充分暴露了其借炒作参
加世卫大会搞“台独”分裂活动的政治图谋。绝大多数国
家在世卫大会涉台问题上秉持正义立场。大会开幕前，近
90个国家以专门致函世卫组织等方式，表明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陈旭大使在大会发言中表示，涉
台提案没有法律基础。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
25.1号决议为世卫组织遵循一个中国原则提供了法理基

础。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通过两
岸协商处理。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台参与世
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陈旭表示，涉台提案没有事实依据。中央政府不但邀请台
湾专家赴武汉考察，还专门通报获取病毒基因序列的途径。
2021年4月以来，台湾地区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共计44
批47人次。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

陈旭强调，涉台提案没有国际共识。世卫大会对涉台问
题早有定论，大会已连续多年拒绝讨论涉台提案。台民进党
当局企图借疫情进行政治操弄的真实目的就是“以疫谋独”。
个别国家为台当局背书，这种“以台制华”的政治伎俩必然不
能得逞。

世卫大会再次拒绝涉台提案
台湾民进党当局借疫情搞政治操弄必将失败

王毅会见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莱特时表示

希望此访是一次正本清源之旅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23日说，
俄经济正从容应对制裁带来的冲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当天表示，希望各国积极参与乌战后重建。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消息，普京23日在俄南部城市索契
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会谈时表示，尽管存在种种
困难，但俄经济正从容应对制裁带来的冲击，“所有主要的
宏观经济指标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3日报道，泽连斯基当天在达沃
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视频讲话时，提议成立一个“由
负责任的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粮食出口国组织，以防止出
现全球性饥荒。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重建工程规模宏
大，战争给乌方造成的损失超过5000亿美元，希望各国积
极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

世界自然基金会23日发布的报告指出，欧洲联盟一直
自称靠其发达农业“喂养世界”，实际情况却是以其庞大食
物消耗在“吃掉世界”——欧盟食品进口量比出口量多得
多，给全球生态环境造成沉重负担。

报告认为，欧盟一些人以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升级导
致全球粮食供应短缺为借口，不断降低欧盟自身环保标
准。实际上，这种短缺与欧盟本身资源消耗过度有关。

报告写道，“欧盟的食物进口与生产从根本上不可持
续，因为它们侵占自然资源、驱使全球森林滥伐、耗损鱼类
资源”，欧盟国家生产的粮食多达40%遭浪费，气候和生态
多样性因此承受巨大代价。

世界自然基金会是致力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保护的国
际非政府组织。基金会欧洲政策办事处主任埃斯特尔·阿辛
说，为应对因俄乌冲突加剧的全球粮食短缺和价格高涨，一些
人建议欧盟降低环保标准以提升本土粮食产量，但这样反而
可能使问题恶化。只有欧盟改变现有生产和消费模式，才可
能促进粮食安全。

阿辛的同事、报告领衔作者雅比耶·鲁伊斯说：“欧盟与其说
是‘世界粮仓’，不如说是全球高端食品店，只出口主要面向较富
裕消费者的产品。而且，我们的高产量是以不可持续的输入、进
口和高损耗的土地利用实现的。‘欧盟食品店’所累积的社会和
环境成本如此之高，我们实际上是在吃掉世界。”新华社专特稿

“镜间：亚裔美国人

的2021”摄影展21日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

矶县阿卡迪亚市图书馆

拉开帷幕，传递美国亚

裔反对种族歧视、捍卫

自身权益的心声。

新华社发

比利时卫生机构日前出台政策，要求猴痘感染者隔离21
天；密切接触者无需隔离，但需密切监测健康状况。

据多家媒体报道，比利时22日确诊第四例猴痘病例。比
利时卫生大臣弗朗克·范登布鲁克20日表示，现阶段猴痘对
普通民众仅构成“低风险”。

新华社微特稿

比利时出台政策

猴痘确诊者隔离21天

乌克兰局势

庞大食物消耗给全球生态环境造成沉重负担

进多出少 欧盟正在“吃掉世界”

俄总统普京表示

俄经济正从容应对制裁冲击

据新华社堪培拉5月23日电（记者 岳东兴 白旭）澳
大利亚工党党首安东尼·阿尔巴内塞23日在堪培拉宣誓就
职，正式成为澳大利亚第31任总理。

就职仪式在总督府举行，阿尔巴内塞向澳大利亚总督
戴维·赫尔利进行宣誓。一同宣誓就职的还有新任命的副
总理兼就业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外交部长黄英贤、国库部
长吉姆·查默斯，以及兼任财政部长、女性事务部长和总检
察长的凯蒂·加拉格尔。

阿尔巴内塞宣誓就任澳新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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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23时许，天津站派出所接到旅客吕某报警，称丈

夫陈某的手机于4月1日18时30分许收到两条铁路12306

发送的购票短信，怀疑有人冒用丈夫身份信息购买车票。执

勤警务二队民警调查发现，与陈某一单购票的还有一个姜

某，于是立即联系到姜某。

姜某表示，他因腿脚不便，让朋友刘某陪同去广州就医，

但刘某因被限制购买软席车票，便托人找到赵某某帮助二人

代买火车票。

执法办案队在4月5日依法传唤嫌疑人赵某某，他交代，

今年3月在滨江道步行街捡到陈某身份证。姜某联系他时，

他想出了用陈某身份证在火车票代售点帮买软席车票的办

法，并从中非法获利180元。赵某某因为冒用他人身份证的

行为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并没收违法所得。

自2021年初至今，天津站派出所共处置了8起冒用他

人身份证购买火车票的案件。目前，该8人均已受到相应

的处罚。

■本报记者 刘连松

“好似繁星坠入大海”“蓝眼泪随梦逐来”。近期，东疆建
设开发纪念公园附近海域出现“蓝眼泪”现象，吸引大量游客
前来“打卡”。专家提醒，“蓝眼泪”背后的真相并不是想象得
那么浪漫和美好，如果这种现象持续发生，可能会形成赤潮，
对渔业产生潜在的危害。对此，相关部门已经展开监测。

“蓝眼泪”原来是夜光藻

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徐玉山介绍，这种
由海洋生物产生发光的现象，统一称为海发光现象，是一种自
然发光现象。根据往年监测结果，夜光藻为天津近岸海域常
见浮游生物，它的结构里面带有发光器官，白天聚集的时候，
显示是砖红色，晚上受到扰动或者海浪拍打的刺激后，大量聚
集，就会发出蓝光，出现“蓝眼泪”现象。

3月份天气刚刚回暖的时候，夜光藻就出现过，随着水温
回暖数量逐步增加。5月份监测结果显示，在南港工业区附
近海域夜光藻密度较高。

夜光藻或形成赤潮

专家介绍，夜光藻虽然好看，但它却是沿岸常见的赤潮生
物，浓度达到基准值以上，就会形成赤潮。赤潮又称红潮，因
海洋中的浮游生物暴发性急剧繁殖造成海水颜色异常的现
象。不过通常情况下，夜光藻引发的赤潮持续时间不长，一般
仅有数天的时间。

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一直承担天津市所
辖海域的赤潮预警和赤潮灾害应急监测工作。据介绍，我市赤
潮预警监测重点区域，主要集中在大神堂、东疆、临港和南港附
近海域。

及时发布预警

专家表示，赤潮对渔业的危害性因形成赤潮的生物种类
不同而不同。相关资料显示，部分赤潮可直接导致养殖品种
死亡或使水体质量恶化间接导致养殖品种死亡，造成养殖业
遭受巨大损失；外海捕捞业也可因赤潮改变水体的物理、化学
特征和破坏其饵料基础，而导致捕捞对象集群受扰或回游路
线的改变，使捕捞渔获量降低。

据了解，天津渤海湾是重要的鱼虾贝产卵场，监测部门将
密切关注周边海域海发光现象，及时发布赤潮预警、赤潮快
报，并根据赤潮灾害程度启动适时应急预案，防灾减灾。

天津东疆港出现“蓝眼泪”
——专家详解夜光藻或形成赤潮危害渔业

东疆港出现“蓝眼泪”现象。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王英浩 摄

丢失身份证 你挂失了吗？
冒用他人身份证违法“人证分离”一定先挂失

小小一张身份证，你看护好了吗？丢了身
份证，你挂失了吗？

天津站派出所一年处理8起冒用别人身
份证购买火车票的案件、公安北辰分局破获买
卖他人身份信息的电子商务案件……越来越
多的犯罪牵扯到身份信息的泄露、越来越多的
案件起因是个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身份
证。冒用他人身份证信
息可能会被处罚或入
刑，而丢失身份证
不挂失，不但给自
己带来损失，还有
可能“助推”了犯
罪行为。

调查

多数市民丢身份证不及时挂失

据北辰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市民丢失
身份证，应当主动到公安机关进行挂失，公安机关对补领
身份证实行“挂失+补领”一体化，身份证丢失或被盗，可
以到公安机关或通过“天津公安”软件挂失。由于信息共
享系统尚不完善，使用环节存在疏忽，公众丢失后的身份
证在某些地方仍然可以使用，如不及时挂失补领，存在被
他人冒用的风险。

就身份证挂失的问题，记者在水上公园、南开大悦城、
华苑居民区等地随机采访了若干市民，答案不尽乐观。
“您的身份证丢失会去挂失吗？”约八成的受访者认为，

身份证又不是银行卡，不用挂失，等空闲下来再去补办就行。
“丢失身份证后会立刻补办吗？”大部分人给出的答

案是，不急用就不会马上去补办。
“您知道网上也可以申请补领身份证吗？”只有一位受

访者知道，但不知如何操作，其余人都表示从未听说过。
其实，网上挂失申请补办身份证很简单，注册登录

“天津公安”App，在户政一栏点击“身份证挂失/招领”，
按照要求填写身份信息并通过在线人像认证和第三方辅
助认证成功即可办理。

说法

身份证挂失后网上有“标记”

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身份证挂失后，公安机关将在
系统内进行标记，如果有人拿着经过挂失的身份证到与
公安机关联网机构办理业务，立刻会被识别，有效减少身
份证被冒用的风险。同时，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挂失信息
出具身份证挂失证明，一旦出现问题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高丽丽表
示，身份证是我国公民重要的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
上记载着的不仅是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等，还
有指纹等一系列与公民个人权益相关的重要信息。

我国《居民身份证法》规定，冒用他人居民身份
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的，购买、出售、使用
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
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由该规
定可知，冒用他人身份、捡到他人身份证卖出牟利、
借用亲友身份证均构成冒用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公民身份证丢失后若不及时办理挂失，容易被冒
用，这将对身份证所有者的个人权利与社会管理秩序
构成破坏。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漫画 单君

人们网购时一般倾向于选择高信誉度的店铺购物，一

些不法分子从中看到了“商机”，非法获取公民身份证信息

来造假获利。

公安北辰分局目前办理一起案件，一家跨境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涉嫌在网上大量收购企业及个体法人身份证等公

民个人信息。犯罪嫌疑人大肆套用信息注册、制假材料审

核、虚拟包装运营跨境电商店铺账号，使用购买的公民信息

审核店铺，制造销量。

经查，该公司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8万余条，

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8人。

案例一 冒用他人身份证购火车票被拘

案例二 非法获取公民身份证信息制假

新华社广州5月23日电（记者 徐弘毅）国务委员兼外长
王毅23日在广州会见来华访问的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莱特。

王毅欢迎巴切莱特访华，表示希望此访是一次增进了解
之旅，加强合作之旅，也是正本清源之旅。

王毅介绍了中国的发展历程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王毅表示，发展国际人权事业一要坚持相互尊重，不把人权

政治化；二要坚持公平公正，不搞双重标准；三要坚持实事求是，
不脱离国情和发展阶段；四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阵营对抗。

巴切莱特祝贺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保护人权方面
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人权高专办希望以此访为契机，增进双
方相互理解和信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促进国际人权
事业发展。

我外交部敦促美方

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据报道，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中方持续曲解美方政策。美不认同中方的一个中国原则，仍
致力于美方长期以来奉行的、获跨党派支持的一个中国政
策。该政策基于“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对台
六项保证”。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5月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
问时表示，美方有关说法歪曲历史、扭曲事实。

汪文斌表示，近年来，美方更是变本加厉，混淆视听，企图
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美在国际社会散布联大第2758号
决议未解决台湾地位的谬论，声称美一中政策与中方一中原
则不同，各国有权自行界定一中政策框架。从上述事实大家
不难看出，不是中方曲解美方政策，而是美方从自身承诺、双
方共识和原有立场上不断倒退，目的是开历史“倒车”，利用台
湾问题阻挠中国和平统一，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将台湾打
造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搞“以台制华”。

汪文斌说：“必须指出，不论是一个中国原则还是一个中
国政策，其核心都是一个中国，这是中美双方达成的政治共
识。没有这个共识，中美两国不可能接触，不可能建交，中美
关系也不可能发展。”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