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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评论员

最近，美国领导人发表演讲，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妄称
“中国会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美国明明是制定网络攻击战略
的国家，明明是公认的黑客大本营，却频频将自己描绘成受网
络攻击的受害者。究其原因，就是企图通过妖魔化中国转移舆
论视线，缓解自身压力，谋求一己之私。

互联网从美国起源，全球互联网核心基础设施大多在美
国，各种核心技术的主要供应商是美国企业，美国还有最大的
网络情报机构、全球首支大规模成建制的网军。作为互联网强
国的美国，不但肆意侵犯别国权益，还一再把自己打扮成受害
者，如此推卸责任、混淆是非，令人愕然。

多年来，美国在网络问题上劣迹斑斑，却对别国横加指责，
甚至捏造所谓中国黑客，为自己的网络扩军造势。5 年前，斯诺
登引爆“棱镜门”事件，让世人“大开眼界”。美国窃听巴西、法国、
德国政要，酿成多起外交风波。去年一度肆虐全球的“想哭”勒索
病毒，也正是源于美国情报机构网络武器库泄漏的黑客工具。究
竟是谁在操纵网络霸权，谁在放任网络攻击？事实胜于雄辩，公
道自在人心。

去年，美国政府将美军网络司令部升级为美军第十个联

合作战司令部，地位与中央司令部等主要作战司令部平等。网
络司令部下属 133 支网络部队，已于今年 5 月全部具备全面
作战能力。美国领导人在这次演讲中就宣称：“(政府已)授权加
强网络领域的实力，建立针对我们对手的威慑力。”

此次美国领导人再次诬称中国开展网络攻击，与以往一
样，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不外乎：

用意一，转移公众对美国网络攻击和监听等问题的视线，
以图达到自身解压、对中国施压的目的。

近几年美国网络攻击监视全球的丑闻一个接着一个：2016
年，黑客组织“影子中间人”爆料，其攻入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
“武器库”，里面部分软件属于秘密攻击全球计算机的强悍黑客
工具，美国网络攻击目标中包括中国公司；2017 年，“维基揭
秘”网站发布机密文件，显示美国中情局拥有强大黑客攻击能
力，秘密侵入了手机、电脑乃至智能电视等众多智能设备。

丑闻不断，如何“解套”？宣扬“外国网络威胁论”便成为一大
套路。它一石二鸟，还能为美国网络扩军提供借口。于是，情报
机构和军方可以获得新的授权或预算，相关承包商可以获得各
类订单——— 这犹如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用意二，对中国网络技术、设备和企业“污名化”，胁迫其
他国家在网络问题上排华，阻止中方企业参与相关国家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

仅在美国，华为手机、大疆无人机、中国产监控设备等产
品屡屡被贴上“安全隐患”的莫须有罪名。“泼脏水”、“贴标
签”，中伤中国企业，美国正好凭借自身网络技术强势地位获
取利益。

煽动“网络恐中”在美国颇有市场，但事实是，它不断“穿
帮”。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的“恶意芯片”报道就是最新的典型
案例。这份杂志日前声称，历时一年多的深入调查发现，中国
在苹果、亚马逊等约 30 家科技公司的产品中植入微型恶意芯
片。然而，从报道中被点名的专家，到苹果、亚马逊公司，甚至
连美国国土安全部都予以否认。虚假报道糊弄不了人！

网络空间高度复杂，存在各种新的挑战，正需各方密切合
作、共同治理。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立
场。中国也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
与、鼓励或支持任何人从事窃取商业秘密行为，并愿与国际社
会加强对话合作，共同打击黑客攻击等网络犯罪行为。

一直以来，中国对中美网络安全合作表现出了足够的
诚意，在合作打击网络犯罪、加强案件协查、信息共享等方面
采取了切实行动。美方应拿出积极姿态，与中方相向而行。须
知，谎言重复无益，合作方为正道。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

煽起“网络恐中”别有用心

据新华社长沙 10 月 14 日电(记者史卫燕)近日，湖南省
对 13 个市州政府存在的“污染反弹”“推进不力”“标准不高”
“敷衍整改”等问题开展集体约谈。

据了解，此次约谈是湖南省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对 13 个市州政府在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反馈问题
及交办信访件指出的问题等整改过程中进行的。

会上通报了一批问题，如：益阳市大通湖水质下降，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部分尾矿库排水重金属严重超标，娄底市
伯菲特锑业有限公司整改不严不实，郴州市嘉禾县中雄铸造
厂非法堆存危险废物等。

约谈要求，对本次通报的所有问题分类采取强有力的整
改措施。如对在自然保护区内采矿的企业，必须按照“六个不
留”的要求整改到位；对随意露天堆存的危险废物，必须采取
强有力的措施全部处置到位；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的建设，必须
加快建设进度，有实质进展。

新华社南京 10 月 14 日电(记者杨绍功)记者从南京市交通
局客管处获悉，近期，当地交通和公安部门重点对滴滴和美团两
家平台公司不合规车辆整改情况进行了督查。过程中，两家平台
提供的信息显示，共计清退不合规车辆近 20万辆。

10 月 10 日以来，南京交通和公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
进驻在南京取得运营资质的 7 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就依法运
营情况开展检查。检查中，滴滴平台公司提供了共 161151 辆
不合规车辆的已清退清册，美团平台公司提供了共 38000 辆
不合规车辆的已清退清册。据此，两家平台公司宣称清退的车
辆已达 199151 辆。

然而，检查组对比 2017 年来查处的非法营运车辆信息发
现，两家平台公司均存在已受行政处罚的车辆仍未被清退的
问题。目前，两家平台公司已承诺在 10 月 18 日前完成南京市
场上全部受查处车辆的清退工作。

当地交通和公安部门的检查还发现，部分平台公司仍存在
给未取得资质的车辆及人员提供网约出行派单服务问题。滴
滴、美团两家平台公司均已建立了资质验证渠道，但均未实质
性启动查验接入平台车辆和人员资质的工作；滴滴、美团两家
平台公司尽管已设置了相应的岗位并配备了人员，但缺少考核
机制；两家平台公司对车辆所有人的监管存在职责不清、管理
不到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明确等问题。

据了解，当地交通部门将给予平台公司技术和数据支持，
帮助校验注册人员的合法性，提高平台公司验证资质的效率。
同时，检查组今后将常态化进驻平台公司，通过数据比对督促
平台公司及时清退不合规车辆和人员，对到期未完成整改内容
的平台公司将加大处罚频次。

滴滴美团称在南京已清退

近 2 0 万 辆 违 规 网 约 车

针 对“污 染 反 弹”等 问 题

湖南约谈 1 3 个市州政府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记者鲁畅)北京市公安局西城
分局 13 日晚通报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医生被患者家
属殴打案件的处理结果：10 月 13 日，西城警方对殴打医生的
郑某宇依法刑事拘留，考虑到郑某蕊系在校大学生，且对自身
行为真诚悔过，并得到了医生的谅解，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西城警方通报， 2018 年 9 月 22 日 21 时 50 分许，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发生一起妇产科医生被患者家属殴打案件，经
过前期工作，认定了案件事实。产妇孙某(女， 44 岁，北京
人)在北大医院妇产科待产，因已超预产期，就能否剖腹产问
题，产妇丈夫郑某宇(男， 46 岁，北京人)在诊室外走廊处拦
住当日值班的妇产科医生赫某某，要求解决。赫医生在解释
过程中，郑某宇情绪激动，突然挥拳击打赫医生，赫医生被
迫还击，被现场其他人员劝开。随后，郑某宇的妻子孙某和
女儿郑某蕊(女， 19 岁，北京人)闻讯赶来，郑某宇和郑某蕊
再次对赫医生进行殴打，因考虑孕妇人身安全，赫医生始终
保持克制，未予还手，后被现场医务人员及其他患者家属拉
开。

西城警方认为，郑某宇、郑某蕊父女二人妨碍值班医生正
常工作、并对医生进行殴打的行为，既侵犯了医生的人身权
利，也影响了正常医疗秩序。

据悉，产妇孙某在事发后第二天在医院产下一女，身体状
况不稳定，需要亲人照顾，警方在法定办案时限内，对郑某宇、
郑某蕊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上进行了适度考量，对此，赫医生
表示体谅。

警方表示，维护良好的医疗秩序，保障医务人员和患者人
身安全，是公安机关、医院及相关主管部门、患者的共同责任，
对于危害患者和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公
安机关将依法严肃查处。

北京警方通报北大第一医院

医生遭殴打案件处理结果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记者刘慧)证监会主席刘士余
14 日在投资者座谈会上说：“证监会历来高度重视来自市场
一线的声音，今天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对于丰富完善资本市
场深化改革开放一揽子方案很有价值。”

刘士余 14 日到中信建投证券公司北京东直门南大街营
业部调研，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听取投资者对资本市场改革发
展稳定的意见建议。

与会的私募基金和个人投资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今年以
来 A 股市场下行幅度与压力偏大的基本原因，认为当前最重
要的是以深化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为主线来提振市场信
心。

他们建议提升股市战略地位，深化国企改革，发展混合
所有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包括交易制度在内的基础
性制度，减税让利支持私募基金发展，引导长期投资行为，
培育机构投资者，推动长期资金入市，宏观管理和监管部门
及市场投资者均应强化逆周期意识，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
发展。

刘士余表示，证监会历来高度重视来自市场一线的声音，
今天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对于丰富完善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开
放一揽子方案很有价值。证监会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的方向不动摇，持续推进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全面开
放，成熟一项，推出一项。“我国股市有上亿中小投资者，这是
中国特色。证监会将始终肩负起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
者合法权益的使命，努力营造公开公平公正、清澈透明的资本
市场生态。”刘士余说。

刘士余听取投资者对资本

市场改革发展稳定的建议李克强抵达阿姆斯特丹
对荷兰进行正式访问

“七勇士”挺进金沙江滑坡核心区
新华社拉萨 10 月 14 日电(记者春拉、王艳刚、白少

波)“叮铃铃……” 11 日清晨，一通紧急电话划破了西藏
森林消防总队江达中队的宁静。 7 时许，西藏昌都市江达
县与四川省甘孜州白玉县交界处发生山体滑坡，导致金沙
江断流，形成堰塞湖。

正在中队蹲点的昌都支队副支队长谢速飞接到命令。
9 时 35 分，他带着森防队员向巴朗杰、通信兵杞绍海、报
道员夏能，紧急出发，作为专业抢险队先遣队率先奔赴事
发地，勘察灾情。

50 分钟的急行军后，上涨的河水淹没了通向波罗乡
唯一的一座小桥。谢速飞和队员们站在河边，望着眼前的
波罗乡政府，心急如焚。

为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准确掌握灾情，他们在当地
群众的协助下，徒步绕行近五个小时，穿越海拔 3700 多
米的外托山，终于抵达乡政府。

此时，山体滑坡核心区域波公村沿江的通外公路，也
因河水上涨被淹，水位在持续上涨。

先遣队员和乡政府干部紧急商讨。很快，熟悉当地情况
的波罗乡副乡长多吉旺堆、村第一书记加永江措和驻村工
作队队长彭辉作为向导，跟着先遣队，穿过杂草丛生、荆棘
满地的树林，蹚过齐膝深的刺骨雪水，走向核心区域。

8 块儿压缩干粮、7 瓶矿泉水就是他们全部的补给。
往日巍峨的大山，如今成了“梦魇”。太阳落山后，

山顶的温度骤降至零下 10℃，队员们湿漉漉的鞋、裤很
快结冰。

但发出险情第一手资料的重任，让队员们没有歇息片
刻。

漆黑森林，崎岖的山路， 60 度以上坡度。谢速飞和
队员一脚深一脚浅，双手不停地拨开树枝前进，用嘴咬住
手电照明，走过一道又一道山崖。

他们紧紧地手拉手，用身体当“安全绳”，蹚过山
间小河，顾不上探究水有多深。

12 日凌晨 1 时 55 分，谢速飞一行终于抵达危机四
伏的山体滑坡核心区。此时，距离队伍出发已经过去
10 多个小时。他们沿途翻越了 3 座海拔 3600 米以上、
坡度大于 60 度的高山。

从波罗乡到波公村 25 公里的直线距离，他们翻山
越岭足足走了 50 多公里。

长途跋涉，耗费了他们大量的补给。“最后一块儿干
粮，我们 7 个人每人分了拇指大的一块儿。”谢速飞说。

随后，他们迅速开展灾情调查，第一条险情信息通
过卫星电话发向指挥部。

顶着头灯，队员们还开展了核心区灾情勘察。谢速
飞说：“完成工作时，已近凌晨 5 时，天太黑，队员们
就在山顶歇下了。”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仅休整两个小时
后，谢速飞和队员再次返回到核心区塌方处，进一步勘
察灾情、采集堰塞湖水位的视频数据。

得知受威胁的群众已由村干部组织转移，没有人员
伤亡的消息，谢速飞悬着的心放下了。

于是，7 名先遣队员马上兵分两路，森防队员继续勘
察险情，3 名乡干部赶回他们的安置点，与转移的农牧民
汇合。

在随后的几十个小时里，他们从核心区发出了大量
险情第一手权威信息，为指挥部及时科学部署、精准抢
险救灾提供了决策依据。

随着抢险救援的有序推进，水利、国土、交通、解
放军、武警等更多抢险力量和专家抵达核心区。

当记者问及队员们是否与家人联系时， 40 岁的谢
速飞说，任务重，怕家人担心，所以还未联系。

金沙江堰塞湖水位基本恢复常态

川藏滇三省暂未出现人员伤亡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记者叶昊鸣)记者 14 日从

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金沙江堰塞湖水位基本恢复常
态，上下游水情平稳，堰塞湖下泄洪峰已平稳到达云南境
内，下游水电站已提前腾库防范应对。截至 14 日 17 时，
四川、西藏、云南三省区未出现大的险情，未出现人员伤
亡。

据了解，应急管理部当日牵头召开 2 次部门应急联
动会议，与前方联合工作组和现场监测人员视频连线。
会上指出，上下游仍要高度警惕、加强监测，紧盯滑坡

体、上下游边坡滑动和桥梁情况，特别是云南要突出
关注集中居住区、重点乡镇、重点工程和重要部位，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藏、四川受影响地区
工作重心要从现场救援转向救灾救助，实行防灾、救
援、救灾一体运作，要深入受灾群众，主动配合地方
政府做好工作方案，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和过冬生
活保障。有关地方和部门要在金沙江沿岸特别是受灾
地区广泛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加强安全提示
预警工作，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水平。

新华社阿姆斯特丹 10 月 14 日电(记者王蕾、刘芳)当地时间
10 月 14 日下午，应荷兰首相吕特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机
抵达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尔机场，开始对荷兰进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总理夫人程虹，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全国政
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也同
机抵达。荷兰政府内阁成员和中国驻荷兰大使吴恳等到机场迎
接。

李克强表示，荷兰是最早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
家之一。 2014 年习近平主席对荷兰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荷开
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荷都是贸易大国，互为重要合
作伙伴。我期待通过此访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探讨全面深化和
拓展各领域合作，就维护多边主义、支持经济全球化、促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凝聚共识，为中荷、中欧关系与合作发
展注入新动力，为双方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访问期间，李克强将同吕特首相举行会谈、共同会见记者、见
证合作文件签署，会见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和议会两院议长，
出席中荷经贸论坛并发表演讲，参观荷兰高新技术展并同荷兰企业
家进行交流。

李克强是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并结束对塔吉克斯坦正式访问后抵达阿姆斯特
丹的。

离开杜尚别时，塔吉克斯坦副总理伊布罗希姆等政府高级官员
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岳斌到机场送行。

李克强抵达阿姆斯特丹对荷兰进行正式访问。

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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