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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24日电 国
务院新闻办 24 日发表 《中国共产
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 白
皮书。

白皮书说，2021 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创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
伟大奇迹，谱写了人权文明的新篇
章。

白皮书指出，100 年来，中国

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将人
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坚持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
的基本人权，坚持人民幸福生活
是最大的人权，坚持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功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
发展道路。

白皮书说，100 年来，中国共

产党心怀天下，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坚持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坚定
维护世界和平，坚持以合作促发
展，以发展促人权，积极参与国际
人权事务，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
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推动世界
人权事业发展，与世界各国一道，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白皮书指出，当前，中国共产
党正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
那时，中国人民的各项权利必将得
到更高水平的保障，中国人民将更
加享有尊严、自由和幸福。到那
时，世界将因中国而更加繁荣发
展，中国必将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国新办发表《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白皮书

据新华社合肥 6 月 24 日电
（记者徐海涛）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获悉，中科院院士、该校教授
潘建伟及其同事张强、陈腾云与济
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王向斌、刘洋等
合作，近期突破现场远距离高性能
单光子干涉技术，采用两种技术方
案分别实现 428 公里和 511 公里的
双场量子密钥分发，创造了现场无

中继光纤量子密钥分发传输距离的
新世界纪录。

近期，潘建伟团队在连接山东
济南与青岛的“济青干线”现场光缆
上，基于王向斌提出的“发送—不发
送”双场量子密钥分发协议，研发出
时频传输技术和激光注入锁定技
术，将现场相隔几百公里的两个独
立激光器的波长锁定为相同。再针

对现场复杂的链路环境，开发了光
纤长度及偏振变化实时补偿系统，
并精心设计了量子密钥分发光源的
波长，通过窄带滤波将串扰噪声滤
除。

结合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尤立
星小组研制的高计数率低噪声单光
子探测器，他们将现场无中继光纤
量子密钥分发的安全成码距离扩展

至 500 公里以上。
据介绍，上述研究成果成功创

造了现场光纤无中继量子密钥分发
距离的新世界纪录，超过 500 公里
的光纤成码率打破了传统无中继量
子密钥分发所限定的成码率极限。
在实际环境中证明了双场量子密钥
分发的可行性，为实现长距离光纤
量子网铺平了道路。

突破500公里！

我国科学家创造现场光纤量子通信新世界纪录

据新华社联合国 6 月 23 日
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23 日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31 次缔约国会议上发言，对日本
政府单方面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处
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污染水深表关
切。

耿爽说，日方拟排放核污染水
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海
域之广、潜在风险之高前所未有。
研究表明，福岛核污染水一旦排放
入海，将迅速扩散至太平洋大部分
区域，并进而蔓延至全球海域。日
方拟排放的核污染水中包含大量放
射性物质，将对海洋环境、生态系
统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他说，根据公约规定，日方在
处理核污染水时，应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
动不会导致其他国家及其环境遭受
污染的损害，并确保所造成的污染
不致扩大到其行使主权权利的区域

之外。根据包括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 在内的国际法，日方还须履行
及时通知、充分协商、环评监测、
国际合作、信息交换等诸多义务。
日方在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未如
实公开相关信息、未与周边国家等
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未拿出可监
督核查安排的情况下，出于经济考
虑单方面决定“一排了之”。这种
做法不透明、不负责、不友善，属
于存心不良、明知故犯、损人利
己，与国际社会携手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海洋的共识与大势背道而驰。

耿爽说，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
实履行国际义务，以公开、透明的
方式，审慎处理福岛核污染水问
题。在同各利益攸关方及有关国际
机构充分协商并达成共识前，不得
擅自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日本应
正视并履行对全人类、对子孙后代
的责任，避免给人类健康和全球海
洋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对日本单方面决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中方深表关切

新华社南京 6月 24日电 （记
者米思源 亓创） 圆满完成天和核
心舱等 2 次海上测控任务的远望 5
号船，24 日平安返回中国卫星海
上测控部码头。

自 4 月 20 日出航以来，远望 5
号船海上连续作业 66 天，安全航
行 1.5 万余海里。在任务过程中，
远望 5 号船合理调整航行计划，有
效规避恶劣天气影响，确保任务准
备安全顺利。在天和核心舱任务

中，作为唯一的海上测控点，远望
5 号船各系统默契配合，目标捕获
迅速、数据收发正常，顺利接过陆
海测控接力棒，密切监控火箭三级
二次发动机关机、舱箭分离、核心
舱入轨等关键环节，为任务圆满成
功做出了贡献。

据了解，停靠码头后，远望 5
号船将统筹组织人员休整、设备检
修、备品备件补充等工作，为再次
远航做准备。

远望5号船

圆满完成海上测控任务归国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23 日电
（记者邓仙来 徐剑梅） 美国政府
23 日发布一项新战略，旨在从联
邦政府层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
美国枪支暴力和其他暴力犯罪激增
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在白宫就该
战略发表讲话说，随着新冠疫情逐
渐消退和经济持续重启，今年夏天
暴力犯罪激增状况可能比往年更加
严重。

根据白宫当天发布的情况说
明，最新公布的战略有 5 个主要目
标：阻止用于实施暴力的枪支流
通，包括追究违反联邦法律的枪
支经销商的责任；加强联邦资源
配置，在夏季暴力犯罪频发期为
地方执法部门提供支持；投入更
多资金用于实施以证据为基础的
干预措施，以减少社区中的暴力
犯罪；拓展针对青少年和年轻人

的暑期项目，为他们增加就业机
会并提供其他服务和支持；在就
业和住房等方面为刑满释放人员
提供优惠政策，帮助其重新融入
社会。

拜登政府将拿出今年 3 月颁布
的 1.9 万亿美元经济救助法案中的
部分资金用于该战略的实施。

据白宫官员介绍，拜登还将签
署一系列旨在减少枪支暴力的行政
措施，并再次敦促国会通过新的控
枪法案。国会众议院于今年 3 月通
过两项控枪法案，但参议院尚未就
相关法案进行讨论。

美国枪支泛滥，枪击事件频
发。据美国网站“枪支暴力档案”
数据，2018 年至 2020 年间，造成 4
人及以上受枪击或死亡 （不含枪
手） 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数量逐年上
升，2020 年达到 610 起，今年以来
已发生 296 起。

美政府出台新战略

应对枪支等暴力犯罪激增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记
者谢希瑶）海关总署 23 日发布数
据，今年前 5 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
进出口值 2.0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31.6%，比同期全国进出口增
速高出 3.4 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前 5 个月，全国综合
保税区出口 11067.3 亿元，同比增长

36.4%；进口 9763.7 亿元，同比增长
26.6%。

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是经国务院批准，实行特殊的税
收政策和进出口管理政策，由海关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监管的经济
功能区。截至目前，全国 164 个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中综合保税区数量

151 个，占比 92.1%。
去年以来，海关总署会同相关

部门在综合保税区推广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资格试点，允许区内加工制
造企业利用剩余产能承接境内区外
委托加工等，支持企业更好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激
发市场活力。同时，海关总署不断优

化综合保税区监管模式，优先将“两
步申报”“两段准入”“两区优化”等
重点改革在区内落地推进，区内企
业账册备案、税款补缴等业务实现

“秒办”，进一步提升便利化水平。
据悉，下一步，海关总署将会同

相关部门，进一步拓展综合保税区
政策功能，推进综合保税区发展加
工制造、仓储物流等传统业务，支持
研发、检测、维修等新业务新业态先
行先试，逐步推动综合保税区从以
货物贸易为主拓展为货物贸易和服
务贸易融合发展。

前5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同比增长31.6%

6 月 24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
（天津） 一期展馆，观众在参观中
建八局展厅内的建筑 3D 打印机器
人。

当日，国家会展中心 （天津）
一期展馆迎来首展——中国建筑科
学大会暨绿色智慧建筑博览会，本
次博览会为期 4天，将于 6月 27日
闭幕。

中国建筑科学大会暨绿色智慧
建筑博览会以“绿色建筑 共创美
好生活”“绿色建筑 促进碳达峰
碳中和”为主题，同步举办中国建
筑科学大会以及 150 余场平行论
坛，探讨建筑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路径。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国家会展中心
迎来首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