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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聚焦

■国际

彩票开奖公告

政、产、学、研合作
四家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余明霞）4 日上
午，宁波市交通运输局与宁波工程学院、同济大
学中国交通研究院和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共
同签署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形成四个主体参
与，政、产、学、研合作的新局面。同时，同济大学
中国交通研究院-宁波工程学院长三角研究中
心揭牌。

据介绍，该研究中心将聚焦交通运输关键领
域，跟踪未来交通科技前沿，重点围绕国家和区
域发展战略、行业突破性技术、发展新模式、行业
新业态等热点，联合开展综合立体交通发展战略
与规划、交通运输行业改革与现代治理、综合交
通产业与投融资、联程联运与港航物流、数字化
交通服务、绿色智慧平安交通、用地综合开发与
交通枢纽经济等领域的研究。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4 日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
过“2019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发表谈话。全文如
下：

美国国会众议院刚刚通过了所谓“2019 年维吾
尔人权政策法案”。该案蓄意诋毁中国新疆的人权状
况，大肆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
恶意攻击中国政府治疆政策，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
强烈愤慨、坚决反对。

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人权、民族、宗教问题，而是
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新疆曾经深受极端主义、暴恐
活动之害。面对严峻形势，新疆自治区政府依法打击
暴恐活动，同时重视源头治理，包括积极推进去极端
化工作，不断促进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
定。这些措施确保了新疆三年来未发生一起恐怖袭
击事件，受到2500万新疆各族人民的普遍支持，也为
全球反恐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治疆政策普遍予以积极评
价。2018 年底以来，70 余批国家和地区官员、国际组
织、新闻媒体、宗教团体、专家学者等一千余人参访

新疆，他们纷纷称赞新疆反恐、去极端化工作经验值
得学习借鉴。今年3月，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
通过决议，赞赏中国关怀穆斯林群众所作的努力。7
月，50 余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联名致函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主席和人权高专，积极评价中国在反恐和去极
端化工作中尊重和保障人权。10月，60多个国家在第
74 届联大三委会议期间踊跃发言，称赞中国新疆巨
大的人权进步。这些都有力证明，美方拿涉疆问题做
文章，完全违背事实，完全违背国际社会主流民意。

我们要正告美方，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
任何外国干涉。美方上述法案蓄意抹黑中方反恐和
去极端化举措，只会进一步暴露其在反恐问题上的
双重标准，只会让中国人民进一步看清其伪善面目
和险恶用心。

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决心坚定不移。美方利用涉疆问题挑拨中国民族
关系、破坏新疆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
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我们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阻止上述涉疆法案成法，停止利用涉疆问题干涉中
国内政。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作出进一步反应。

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要闻速览

■本地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2019－
2023 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规划纲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历史交汇期的新形势新任务，对 2019－2023
年全国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建设作出全面规划，是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加强新时代党政领导班子建设的指导性文
件。

●最高人民法院4日发布的《中国法院的互
联网司法》白皮书说，我国法院大力推进互联网
司法，不断明确网络空间交易规则、行为规范和
权利边界，完善互联网司法裁判规则体系，推进
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张崇和4日表示，
今年1至10月，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 16.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3.89%，实现利润
1.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03%，轻工业提质增效
趋势明显。

我市水源涵养林达139万亩

印度成功试射
“大地-2”型短程导弹

印度官方4日发布消息说，印度成功进行了
“大地-2”型地对地短程弹道导弹的夜间试射。

印度全印广播电台当天援引官方消息说，当
地时间3日晚7时50分左右，印方在奥迪沙邦沿
海昌迪普尔基地综合试验场成功进行了“大地-
2”型导弹的夜间试射。导弹升空后，地面工作人
员对其飞行轨迹进行密切监控，所有参数目标都
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

资料显示，“大地-2”型导弹长 8.56 米，射程
350 公里，由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设计研
发，属于“综合导弹发展计划”内容之一。

普京说俄将发展海军
应对北约潜在威胁

俄罗斯总统普京 3 日在俄西南部城市索契
表示，为应对北约潜在威胁，俄将发展海军，使其
更加现代化、远洋化、高效化。

据俄总统网站3日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在
索契召集国防部和相关工业企业领导人开会，讨
论海军国防采购任务完成情况。

普京指出，北约成立时只有12个成员国，现
已增至 29 个成员国，其军费总和所占比例超过
全球 70%。“北约扩大及其在俄边境附近兴建军
事设施，均对俄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普京介绍说，依据俄今年国防采购计划，海军
将接收480多件主要武器装备，其中包括潜艇、水
面舰只和补给船等23艘舰船，以及3架飞机、4套
岸防导弹系统、各类导弹、鱼雷及相关装备。

伊朗：已准备好
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

伊朗总统鲁哈尼3日表示，伊朗已准备好与
沙特阿拉伯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据伊朗总统府发表的声明，鲁哈尼当天在德
黑兰会见到访的阿曼外交事务主管大臣阿拉维时
表示，伊朗认为与沙特恢复双边关系不存在问题。

鲁哈尼还呼吁中东地区所有国家团结一致，
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共同抵御外来干涉，实现
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他表示，伊朗与
沙特需要化解争端，加强合作。

2016 年 1 月 2 日，沙特以涉嫌从事恐怖主义
活动为由处死 47 名囚犯，其中包括知名什叶派
宗教人士奈米尔，引发伊朗国内什叶派民众强烈
抗议。当晚，伊朗示威者冲击沙特驻伊朗使领馆。
2016年1月3日，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

美国会众议院发布
特朗普弹劾调查报告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3日发布一份针
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调查报告，称有大量证据显
示特朗普以个人方式或通过其代理人寻求乌克兰
政府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以帮助他连任。
此外，特朗普还被指妨碍国会进行弹劾调查。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监督与改革、外交三
个委员会主席3日发表联合声明说，特朗普的行
为破坏美国国家安全，损害总统选举诚实性，违
背总统誓言。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当天下
午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该委员会将继续进行相关
调查，如发现新证据，将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
交补充报告。

特朗普当天在英国伦敦参加北约峰会期间
对媒体表示，弹劾调查是一场“骗局”，“不会有
结果”。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顾芳晖）市水
利部门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市35%的公益林
都是水源涵养林，面积已达到 139 万亩，主要分
布于四明山区域和 27 座大中型饮用水库周边，
均是全市主要的供水水源地，确保了水源地和水
库水质安全。

“生态公益林不但有涵养水源的作用，还有
水土保持、固碳释氧、森林储能、森林减灾、森林
旅游等功效。”宁波市原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文成说。

■军情

雪后山谷

12月3日，克罗地亚西部山区小镇代尔尼采
被白雪覆盖。

■看图

白溪水库周边的生态公益林白溪水库周边的生态公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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