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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方发言普京签署部分动员法令
将征召30万预备役人员 被征兵前将接受额外军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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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9月20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李松大使20日在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第51届会议雇佣军问题工作组对话会上发言，呼吁美
国、澳大利亚等国采取切实措施有效监管私营安保公司活动，
防止继续发生侵犯人权行为。

李松表示，近年来，跨国性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数量不
断增多，其活动缺乏有效国际监管，屡屡涉嫌侵犯人权，违
法责任难以追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批评。中方一
贯认为，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活动应遵守国际人权法、国
际人道法及有关国家国内法，并受到相关国际机制的监督。
李松表示，中方对美、澳等国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缺乏透

明度、监管和问责表示关切。美国有关私营安保公司雇员在
海外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犯下严重罪行，却被美国政府
赦免。澳大利亚离岸拘留中心长期羁押大量难移民，侵犯人
权现象触目惊心。外包给私营安保公司管理的拘留中心生存
条件恶劣，被羁押者身心长期遭受摧残，非正常死亡现象时有
发生。美、澳等国私营安保公司肆意袭击和杀害平民、实施虐
待和酷刑以及强迫流离失所的暴力活动严重侵犯平民特别是
妇女和儿童的基本人权，这些行为令人触目惊心，是世界人权
记录簿上非常不光彩的一页。中方呼吁美、澳等国不加歧视
地尊重、促进和保护人权，采取切实措施有效监管私营安保公
司活动，防止继续发生侵犯人权行为，并展开全面调查，追究
肇事者责任。

美国等私营安保公司袭击和杀害平民

世界人权记录簿上不光彩一页

新华社日内瓦9月20日电 中国代表19日在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第51届会议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互动对话会上发
言，强烈谴责美国长期存在的任意拘留问题。

中国代表表示，2021年美国羁押移民超过170万人，高达
80%被关押在私营拘留设施中，其中包括4.5万名儿童。私营
拘留设施条件恶劣，被羁押人员身心健康受到极大伤害，侵犯
人权现象屡屡发生。仅布里斯堡收容点就关押将近5000名
儿童，他们生活在“牲畜围场”般拥挤、糟糕的环境中，造成严
重身心创伤。20年来，美国未经审判就将一些人任意拘押于
关塔那摩监狱。今年1月，特别机制专家组就此发表声明说，
关塔那摩监狱是“美国政府在法治承诺上的污点”，敦促美国
结束“肆意侵犯人权的丑陋一页”。中方敦促美方正视自身人
权问题，停止任意拘留难移民等侵犯人权行径，向受害者提供
救济和补偿。

美国长期存在的任意拘留问题

敦促美方救济和补偿受害者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21日签署
有关在俄进行部分动员的法令。该法令自
21日起生效。乌克兰外交部网站20日消
息说，乌外长库列巴强调不能以乌方做出
领土让步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基础。
普京21日在对俄全体公民发表的电

视讲话中表示，做出部分动员的决定完全
与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威胁相适应。“为保卫
国家、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俄罗斯人
民和俄控区人民的安全”，必须支持俄国防
部和俄军总参谋部有关进行部分动员的建

议。他说，部分动员只针对预备役人员，首
先是曾在俄武装力量服过役、具有一定军
事专业知识或军事特长的人员，这些人员
在被征兵之前将接受额外军事训练。普京
还强调，俄特别军事行动主要目标仍是控
制顿巴斯全境，这一点不会改变。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1日在“俄
罗斯-24”电视频道直播节目中介绍，俄
进行部分动员期间将征召30万预备役人
员。他说，俄罗斯可动员资源巨大，服过
兵役、有战斗经验、拥有军事专业知识的
人员总数将近2500万。相关动员工作并

非一下子全部完成，而将按计划进行。
据乌克兰外交部网站20日发布的消

息，乌外长库列巴在访问美国期间强调，
不能以乌方做出领土让步作为达成任何
协议的基础。他说，日前俄方释放可能愿
意进行谈判的信号，这反映出俄军在前线
陷入困境并希望争取缓冲时间。

乌克兰基础设施部20日在社交媒体
上发文说，自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签
署以来，已有177艘运粮船驶离乌港口并
开赴亚洲、欧洲和非洲国家，共出口410
万吨农产品。

据新华社青岛9月21日电（黎云 马玉彬）中国海军第42批
护航编队21日上午从山东青岛某军港解缆起航，赴亚丁湾、索
马里海域接替第41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第42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
驱逐舰淮南舰、导弹护卫舰日照舰和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
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除可可西里湖舰执行
过亚丁湾护航任务外，淮南舰、日照舰均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右图：9月21日，中国海军第42批护航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

解缆起航。这是特战队员在日照舰甲板上整齐列队。 新华社发

第42批护航编队奔赴亚丁湾

（上接第1版）

由单一的飞机租赁引进创新走向全生
命周期的资产管理创新，近年来，东疆率先
闯入“深水区”，将目光投向飞机租期内的
管理、资产交易流转等产业中后端，近3年
完成了160余单飞机资产交易和处置业务，
成为全国最大的租赁飞机资产交易中心。
如今，东疆提出“万物皆可租赁”的口

号，用租赁串起百行千业。“近年来，在海
关、海事、外管、税务等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东疆租赁资产规模已经超过1.3万亿
元，其中，飞机、船舶、海工平台等跨境租赁
资产约占全国的80%。”东疆综保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

聚合能量
产业升级提速换挡

今年7月，东疆企业天津华图汽车物
流有限公司的一批新能源二手车发往中
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此次东疆综保
区与泰达合作区的“牵手”，进一步丰富了
国内二手车的“出海”渠道。
对这项业务，东疆已不陌生，2019年，全

国首单二手商用车出口就在这里完成。背靠
海港资源，目前，东疆正打造中国北方最大的
二手车出口基地，今年1至8月共完成二手车
出口1121台，货值超3000万美元，同比增长
超10倍，占全市约八成。天津的10家二手车
出口企业中，有6家来自东疆。
“东疆二手车出口不是强在某一方面，

而是强在整条产业链配套完备。”华图汽车
物流总经理史运昇表示。目前，该公司二手
车出口累计货值已破亿元，跻身全国前列。

随着保税港区转型升级为综合保税
区，东疆的对外开放水平再上新台阶，高端
装备研发、保税检测、智慧冷链、保税展示、
保税加工维修等多个新功能陆续推出，政
策红利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
记者日前来到中机科（天津）汽车检测

服务有限公司时，检验员正在对高低温环
境仓中的一台平行进口汽车进行排放检
测。作为主营汽车产品进出口认证检测的
一站式服务平台，该公司可以提供汽车产
品排放、性能、能耗等项目的法规测试和研
发服务。
“现在车辆正在模拟道路行驶状态，分

析仪会采集汽车释放的污染物，将相关数
据集中到主控系统进行分析。目前，平行
进口车在‘国六’标准下的污染物排放检
测，依靠的就是这套系统。”该公司排放业
务部经理朱天虹说。
在距这里不远的丰驰保税展示中心，

可存放5000台车的专业立体车库令人瞩
目，保税展厅中的百余台经典车更是东疆
汽车文化产业的亮眼“名片”。天津海关近
年来利用综保区的制度集成优势，拓展业
务范围、优化通关流程，为企业开展保税展
示业务提供便利。今年以来，多台经典车
从“滨城”走进“津城”，亮相河北区意风区、
南开区鲁能城等核心商圈，成为海河国际
消费季的一大亮点。
良好的产业生态是催生创新的土壤。

东疆综保区自贸局航运贸易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东疆正在打造汽车产业主题

园，重点建设汽车消费及贸易口岸、汽车金
融及文化中心、整车及零部件分拨中心和
汽车新动能引育中心。除汽车外，东疆还
提出了融资租赁、冷链物流、电商、数字货
运等几大主题园的建设方案，通过产业链
集成创新和区域各业务板块相互赋能，打
造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格局。

优化服务
“软”环境提供“硬”支撑

东疆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在服务模式
上。近年来，这里承担了我市多项商事登
记制度改革试点，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得
到大幅度提升：国家首批新标准电子营业
执照在东疆发放，实现了全程电子化登记
和电子营业执照跨部门应用；推行“税库
银”三方协议网签模式，用数据跑路代替企
业跑腿；首创市场主体报到制度，开启企业
网络社区化管理新模式；颁发天津自贸试
验区首张“确认制”营业执照，释放制度创
新红利……“软”环境的不断完善为企业发
展提供了“硬”支撑。
2019年，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

院挂牌成立，其下设的东疆融资租赁中心
法庭是国内首个聚焦融资租赁领域的专业
法庭。
“去年，我们对天津首例涉无形资产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进行宣判，秉承不轻易否
定合同效力、尊重意思自治的司法理念，根
据现有法律规定和查明的事实，认定了以

电视栏目著作权为标的物的融资租赁合同
效力，引起了行业的巨大反响。”东疆融资
租赁中心法庭副庭长陶俊告诉记者，许多
企业因为这份生效判决，坚定了在天津自
贸区继续开展无形资产领域融资租赁业务
的信心，也发挥了司法保护创新、促进产业
发展的作用。
在区港联动推动世界一流港口建设的

大框架下，今年，东疆综保区管委会还与天
津港集团建立了合作交流机制，发布建设
世界一流港口三年行动计划，联动招商、优
势互补，共同打造绿色、高效、协同、创新的
世界一流港区。
风雨十载，铸就创新高地，砥砺前行，

建设开放口岸。今年以来，东疆船舶离岸
融资租赁对外债权登记等14项改革举措
在全市复制推广，“租赁+创投”服务创新
创业企业等4项案例入选天津自贸试验区
新一批金融创新案例，6项改革试点经验
上报商务部拟向全国复制推广，多个全国
首单、首创相继落地，创新的集成性、系统
性、协同性不断增强。
“改革创新是东疆作为自贸区的使命，

也是东疆发展的必由之路。”杨柳表示，未
来，东疆将推动多个单点创新相互支撑、呼
应，形成行业生态和优势，建设国际一流的
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和港口示范物流区。
同时，发挥港口贸易金融优势，在世界变局
中寻找新机遇、实现新突破，做大新贸易业
态、新金融业态。
自贸区与综保区的双重“身份”，赋予

了东疆持续创新奋进的动能与责任。肩负
推动重大国家战略落地落实的使命，东疆
正向着更加远大的目标迈进。

（上接第1版）共 752 基 1504 面；在马场
道、曲阜道、十一经路、宾水道、宾水西
道、紫金山路、乐园道、隆昌路、平江道、
河北路、快速路（卫昆桥—紫金山路）共
11条道路升挂宣传道旗，共 779 基 1558
面；在友谊路、友谊北路、友谊南路和宾
水道共4条路升挂灯箱式国旗，共292基

584面。
点亮津城夜色，营造五彩缤纷、美轮

美奂的夜景气氛，点、线、片灯光景观贯
通联网。目前，解放桥及海河沿线、津湾

广场、天津站后广场、古文化街亲水平
台、意风区、天津之眼等重点点位已经开
启了夜景灯光。重点在茂业大厦和假日
酒店展示主题夜景灯光秀，以“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和“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等为宣
传口号在两处点位滚动播放，逐步将我
市迎庆二十大社会氛围推向高潮。据了
解，国庆节日期间的夜景灯光开启时间
延长，预计启闭时间调整为18时30分至
22时30分。

深耕“试验田”释放新动能

红旗飘扬灯光点缀 迎国庆天津节味浓

美将派驻俄首位女大使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20日正式提名
资深外交官琳恩·特雷西出任美国驻俄罗
斯大使。她有望成为担任这一职务的首位
美国女性。
特雷西现任美国驻亚美尼亚大使，俄语

流利，大学时主修苏联研究，曾在美国驻俄
罗斯和一些中亚、南亚国家使领馆常驻。据
美联社报道，特雷西作为美驻俄大使提名
人选已获俄政府同意。 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上合组织秘书长张明21日就吉塔边
境事件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边境地区14
日至16日爆发武装冲突，造成多人伤亡，作为上合组织秘书长，请
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张明说，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保持

自身和平稳定和彼此间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是维护地区和平与安
全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包括两国在内上合组织所有成员国的共
同愿望。
“上合组织密切关注相关事件发展，成员国及我本人与双方

保持着联系，为局势缓解作出积极努力，并就人员伤亡表达慰
问。”他说。

张明表示，我们相信吉塔双方愿秉持“上海精神”和上合组织
宪章原则，以地区大局为重，通过和平、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矛盾
和分歧，确保两国边境地区稳定。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方已于19日签署了一项旨在和平解

决两国之间冲突的议定书，约定全面停止敌对行动，并为恢复边境
地区和平稳定共同开展工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并期待两国继
续朝着管控和化解分歧，寻求共同利益的方向相向而行。”张明表
示，“上合组织愿在本组织框架下，以上合组织宪章赋予我们的方
式为双方加强沟通、妥善处理和解决分歧，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
积极作用。”

上合组织秘书长就吉塔边境事件表态

密切关注事件发展 慰问伤亡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