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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28日电（记者 孙丁）美国国家飓风中心
28日发布公告说，飓风“伊恩”当天下午以4级飓风强度在美国佛
罗里达州西南部登陆，该风暴“极度危险”。

公告说，“伊恩”于美国东部时间28日15时许在佛罗里达州西
南海岸登陆，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240公里，正以每小时15公
里的速度朝东北偏北方向移动。

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风暴潮在佛罗里达州西南沿海一些
地区奔涌上岸，大量建筑和车辆被淹没或浸泡。

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在28日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伊
恩”是一场“历史性”风暴。德桑蒂斯此前宣布佛罗里达州出现紧
急状况，并动员该州50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协助应对“伊恩”可能
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美国边防巡逻队在佛罗里达州的负责人28日下午在社交媒
体上说，一艘移民船因恶劣天气在佛罗里达州附近海域沉没，4名
移民游上岸，美国边防巡逻队人员正在搜救船上其他23人。

据一家监测美国停电情况的网站统计，截至28日下午，佛罗
里达州已有上百万用户断电。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俄罗斯总统
府克里姆林宫方面28日说，俄向欧洲输送
天然气的两大管道“北溪-1”和“北溪-2”
出现漏气，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俄气）作为管道的所有者理应参与相关
调查。

克里姆林宫方面同时表示，俄参与破
坏“北溪”管道的说法“荒谬、愚蠢”，这两
条管道停止输气对俄方没有益处。
“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26

日发生“漏气”。丹麦、瑞典地震学专家认
为，位于两国管辖水域内的泄漏点附近发
生了“水下爆炸”。欧洲联盟多国称，怀疑
“漏气”由蓄意破坏所致并启动调查。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28日告诉媒体记者，俄气公司是“北溪”管
道的所有者，理应参与相关调查。他说：
“显而易见，没有俄气参与，调查无法开
展。这些管道并不是无主的。”
“北溪-1”和“北溪-2”项目的运营公司

均由俄气控股，与欧洲投资方合作成立。
当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参与破坏“北

溪”管道时，佩斯科夫予以否认，表示俄方
早就预见到会有这类“荒谬、愚蠢”的说
法。他说，“北溪-2”管道的两条支线已注
入天然气并准备好输气，但价格高昂的天
然气现在泄漏，这不符合俄方利益。

佩斯科夫说：“我们从中受益了吗？
没有，我们失去了一条向欧洲输送天然气
的路线。”他指出，美国供应商则通过向欧

洲兜售液化天然气获得高额利润，这些企
业想趁机捞取更多收益。

他同时呼吁相关国家与俄方沟通和对
话，以弄清“北溪”管道损坏的来龙去脉。
按他的说法，现阶段“显然完全缺乏沟通”。
“北溪-1”管道于2011年建成，东起俄

罗斯维堡，经由波罗的海海底通往德国。
这一管道因维修从8月31日起暂停输气。
俄气公司9月2日说，由于发现多处设备故
障，“北溪-1”将完全停止输气，直至故障
排除。
“北溪-2”管道去年建成，与“北溪-1”

主体管道基本平行。由于受到美国阻挠及
西方制裁，“北溪-2”未投入使用，但仍有
部分天然气封存在管道内。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记者29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今
年8月以来，按照“清朗·打击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专项行动统一
安排，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会同网络综合治理局以中国互联网联
合辟谣平台为依托，组织12家网站平台开展网络辟谣标签工作，
对存量谣言进行全面梳理标记，对被标记的典型网络谣言样本及
时通报曝光，最大限度挤压网络谣言生存空间。

专项工作期间，重点网站平台积极参与，对近年来平台数据
进行深入摸排，全面梳理存量谣言样本3342个，涉及卫生健康、食
品安全、教育就业、自然灾害等重点社会民生领域。经权威查证，
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集中标记辟谣标签，予以公开曝光和警
示。微博、抖音、百度、腾讯等网站平台依据权威发布开展全平台
自查，对8万余条存量谣言标记辟谣标签。重点网站平台均开设
辟谣专栏或专门辟谣账号，及时发布权威辟谣信息，对接触过谣
言的用户，精准推送相关辟谣内容。

挪威首相约纳斯·加尔·斯特勒28日
说，将部署军队保护本国油气设施。俄罗
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管道26日
发生泄漏后，欧洲多国要求本国能源设施
加强安全警戒。斯特勒当天在一场新闻
发布会上说，军队在挪威油气设施将“更
加显眼”。挪威海军将保护海上油气设
施，警方可能向陆上油气设施增派警力。

挪威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
斯特勒说，一旦油气设施遭到袭击，挪威
“将同盟友共同处理”。

挪威海军学院高级学者托尔·伊瓦
尔·施特勒门说，挪威目前是欧洲国家重
要的能源供应国，如果挪威输送的能源遭
切断、终止或大幅削减，“这将在欧洲引发
全面能源危机”。 新华社微特稿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记者 谢希瑶 王雨萧）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束珏婷29日表示，商务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继续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消费促进工作，从抓重点、拓场景、畅流通三
方面发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束珏婷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近期
稳增长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国内消费市场呈现向好发展态势。
随着各项政策效能进一步释放，消费总体有望延续恢复发展势
头。下一步将从以下三方面发力：

继续推动落实扩大汽车消费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新能源汽车
购买使用，加快活跃二手车市场。落实好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
政策措施，开展家电以旧换新，推进绿色智能家电下乡。促进餐
饮、住宿等行业恢复发展。

进一步恢复和激活消费场景，通过数字赋能、商旅文体融合
等打造消费新场景。充分发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要平台
载体作用，优化供给结构，激发消费活力。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健
康发展，扩大品牌品质消费，促进绿色消费。

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健全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积极扩大
乡村消费。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统筹推进智慧商
圈、商店示范创建，加快建设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着力提升城
市消费。

据新华社日内瓦9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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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51届会议“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对享有人权负面影响”专题讨论
会上发言，敦促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反省殖民主义历史原罪，采
取行动改正错误。

李松指出，殖民主义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历史原罪，是
全球人权史上的至暗时刻，是人类文明史上难以愈合的伤疤。人
类已经进入21世纪，殖民主义遗留问题仍广泛存在，遗毒甚远。
这些国家必须反省历史，改正错误。

李松表示，要尊重原殖民地国家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
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能再骑在他国头上欺凌
压榨、指手画脚。那些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国家，如今有何脸面以
“人权卫道士”自居？!中方敦促有关国家摒弃借人权问题干涉他
国内政的做法，不得把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更不得以人权为
名强推政权更迭。

李松表示，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通过了中国提交的“殖民
主义遗留问题对享有人权的负面影响”决议，启动了人权理事会
关注并讨论该问题的进程。

中央网信办开展网络辟谣标签工作

最大限度挤压网络谣言生存空间

商务部抓重点、拓场景、畅流通

三方面发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中方敦促美、英等国反省殖民主义历史原罪

采取行动改正错误

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240公里

“伊恩”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

国庆假期临近，怎样科学精准做好
疫情防控？对学校疫情防控方面作了哪
些针对性工作部署？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2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热点问题进
行回应。

与8月份相比疫情波及范围不断缩小

“当前，全国疫情仍然呈现出‘点多、
面广’的特点。近期，疫情主要集中在西
藏、宁夏、贵州、黑龙江等省份，以奥密克
戎变异株BA.5和BA.2.76亚分支为主。”国
家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司司长雷正龙表示，
与8月份相比，每天新增感染者数大幅度
下降，疫情波及范围不断缩小。

专家研判认为，随着国庆假期临近，
探亲、旅游等人员流动增加，加上奥密克
戎变异株传播具有隐匿性、传播能力强等
特点，我国仍然持续面临着境外疫情输入
和本土疫情传播的风险，发生多地聚集性
疫情风险依然存在。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
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严格落
实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九不准”要求，科学

精准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防止简单
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引导人员安全、
有序流动。

迅速扩充医疗救治资源、对新冠肺炎
患者进行分类分级管理、早期干预和预警
筛查、形成强有力的专家救治力量、坚持
中西医并重……针对当前疫情重点地区
的医疗救治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
管局副局长李大川表示，到目前为止，疫
情重点地区的医疗救治工作在有序开展，
救治效果良好。

全力以赴做好交通物流保通保畅

交通运输是服务保障的基础支撑，也
是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交通运输部运
输服务司副司长韩敬华表示，交通运输部
通过专项安排、视频调度、驻点检查等方
式，指导各地统筹做好运输服务保障和疫
情防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健康
便捷出行。

韩敬华介绍，在保障交通网络畅通有
序方面，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保持应急运
输保障电话畅通，一事一协调解决交通物
流不通不畅问题，坚决防止过度通行管控

问题的反弹。坚决杜绝擅自关闭关停高速
公路、普通公路、铁路车站、港口码头、航空
机场、邮政快递分拨中心等交通物流基础
设施，切实保障交通物流网络畅通运行。

韩敬华表示，要加强对重点涉疫地区
跟踪调度，推动供需有效对接，全力保障
涉疫地区医疗防控物资、民生物资、重要
生产物资等运输需求。

此外，交通运输部指导实施全域静态
管理的城市落实“一不得、四立即”的保障
措施，即不得“一刀切”限制货车通行，立
即实施重点物资通行证制度、立即执行
“点对点”运输闭环管理措施、立即启动应
急物资中转调运站、立即公布24小时应急
运输保障电话，切实保障重点物资运输车
辆通行顺畅。

不前往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游

国庆假期是民众参加文化活动和外
出旅游的高峰期。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
理司副司长李晓勇说，文化和旅游部要求
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不得经营出入境
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暂停在有
中高风险区的县（市、区、旗）和直辖市的

区（县）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
务，暂停陆地边境口岸城市团队旅游业务。

李晓勇提醒游客，要通过权威渠道了
解出发地及目的地最新疫情防控政策，自
觉遵守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提
示，不前往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出现
感冒、发热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游览，并
及时就医。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规定，戴口
罩、勤洗手、少聚集、勤通风，养成“一米线”
好习惯。

针对校园防疫问题，教育部体卫艺司
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刘培俊说，充分发挥全
国教育系统疫情监测机制预警作用，每日
统计校园疫情、开学返校以及校园管理总
体情况，动态分析、及时了解发展趋势和动
向，增强校园疫情防控主动性、针对性和科
学性。

同时，教育部联合国家疾控局印发了
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第六版），推动各地逐
级开展学校疫情防控技术方案培训工作，
提高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疫情防控的管理
能力和突发疫情应急处置能力。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新增感染者数大幅下降 疫情波及范围缩小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国庆假期新冠疫情防控热点问题

参与破坏“北溪”管道说法“荒谬、愚蠢”

俄方称应参与“北溪”管道相关调查

第九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公安南开分局在天津战役

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继承先烈遗志，永葆忠诚本色”烈士纪念

活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鲜花。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王凯峰 摄

据新华社日内瓦9月29日电（记者
刘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9 日发布的
《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在创新
领域的全球排名近年来持续稳步提升，
2022年排名上升至第11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表

示，中国取得的成绩显示了一个国家将创
新作为增长引擎并给予大量关注的效
果。“中国以非常全面的方式创建创新生
态系统，这是中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发布

中国排名上升至第11名

“北溪”管道26日发生泄漏后

挪威将派军队

保护本国油气设施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中国人民银
行、银保监会29日发布通知，决定阶段性
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符合条件的
城市政府，可自主决定在2022年底前阶段
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新发放首套住房
贷款利率下限。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这一政策措
施的出台，有利于支持城市政府“因城施
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当地政策范围内，银
行和客户可协商确定具体的新发放首套
住房贷款利率水平，有利于减少居民利息
支出，更好地支持刚性住房需求。

央行、银保监会发布通知

阶段性放宽部分城市

首套房贷利率下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