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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5月 13 日
电（记者成欣、许可）针对美、
英、德等国与“人权观察”“大
赦国际”等非政府组织近日
举办视频会议炒作涉新疆谎
言一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13 日表示，这几个国家
纠集几个反华组织和反华人
员不断自编自导自演政治闹
剧，最终只会自取其辱。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美国、
英国、德国等伙同个别非政
府组织，基于谎言和政治偏
见，妄借联合国名义举办所
谓中国新疆人权状况的视频
会议，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
坚决反对。这个会议充斥着
无耻谎言和虚假信息，是美
国等少数国家的又一次没有
下限的拙劣表演和彻头彻尾
的政治闹剧。事实上也遭到
了广大联合国会员国的坚决
抵制。
　　“这几个国家总是试图
充当人权教师爷，但其自身
人权问题劣迹斑斑，罪行累
累。他们对中国做出的种种
虚假指责，其实都是他们自
身历史罪行和劣迹的反映以
及黑暗心理的映射。”华春
莹说。
　　华春莹指出，美国历史
上对印第安人进行系统性种
族清洗和大屠杀，犯下了罄
竹难书的种族灭绝罪行和反
人类罪。从 19 世纪至 20
世纪 70 年代，美政府将大
量印第安儿童送进寄宿学
校，可说是“集中营”的鼻祖。
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指
出，美国对印第安原住民实
施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规模
最大的种族灭绝。普利策奖
获奖作家约翰·托兰在其著
作《希特勒传》中写道，“希特
勒说，他建立集中营的想法
和种族灭绝的做法大部分源
于他对英国和美国历史的研
究”。时至今日，种族主义在
美国仍是全面性、系统性、持
续性的存在。美国前总统奥
巴马曾说，种族歧视存在于
美国生活的各个制度中，影
响深远，仍是美国基因的一
部分。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长
杰伊·约翰逊表示，如果定义
足够宽泛的话，可以认为美

国的每个机构都存在着系统性种族主义。美国口口声声关
心穆斯林人权，但世界上杀害穆斯林最多的国家恰恰正是
美国及其帮凶。美国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等
国以“反恐”之名发动军事战争，造成了上百万穆斯林民众
死亡、几千万穆斯林流离失所。“美国对人权的关心在哪
里？”
　　她说，英国在数百年殖民期间在世界各地犯下无数屠
杀罪行。在南非的世界上第一个集中营就打下了大英帝国
的可耻烙印。英国军队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滥杀无辜，实
施酷刑，而肇事者却受到政府包庇，依旧逍遥法外。“英国对
人权的关心在哪里？”
　　华春莹说，德国殖民军上世纪初在纳米比亚杀害 10
万以上土著民，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称为“20 世纪第一场
种族灭绝”。二战期间，德国对 600 多万犹太人实施大屠
杀。“德国对人权的关心在哪里？”
　　华春莹说，这几个国家对自身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人
权劣迹和罪行不仅不做深刻反省，反而对中国进行毫无底
线的造谣抹黑，充分暴露出他们道貌岸然的虚伪面目。“如
果他们真的关心人权，为什么不邀请真正的新疆民众参加？
为什么不对本国存在的严重种族歧视政策和行为进行深刻
反思并切实改正？为什么如此漠视国内死于疫情的上百万
民众？”
　　她说，如果他们真的关心人权，就应该立即采取有效措
施，确保本国国内每一个少数族裔都能够自由呼吸；就应该
立即停止在海外军事行动中滥杀无辜并追究肇事者责任，
对受害国和受害国民众做出深刻道歉；就应该立即确保疫
苗全球公平分配。
　　华春莹指出，这场会议的参与者不是反华机构就是反
华专业户。这几个西方国家宁愿相信几个人编造的谎言，
却不愿听取 2500 多万新疆各族人民和 14 亿中国人民的
共同心声；宁愿配合少数反华势力的拙劣表演，却不愿正视
新疆地区发展进步的基本事实，这更加戳穿了他们所谓民
主、人权的虚伪面目，暴露出他们妄图制造所谓“新疆人权”
问题达到以疆乱华、以疆制华、遏制中国的目的，以及转移
视线、掩盖他们历史和现实人权罪行、掩盖国内治理无力和
应对疫情无能的意图。
　　“至于有人说‘如果中方没有什么隐瞒，为什么不允许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试问，如
果有人对你诬陷栽赃，然后蛮横无理地要求你无条件敞开
大门、任凭他们去你家里翻箱倒柜，你能同意吗？这无关事
实，关乎主权和尊严！我们欢迎所有不带偏见的各国人士
访问新疆，但坚决反对基于谎言谣言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
式的所谓‘调查’，坚决反对以所谓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
政，坚决反对通过炮制所谓‘涉疆问题’破坏中国稳定、遏制
中国发展。”华春莹说。
　　华春莹说，中国有一句古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
过万重山。中国发展壮大的步伐、中国新疆稳定发展的步
伐岂是这几个国家、这几个人的拙劣表演所影响得了的。

“我们希望并相信国际社会越来越认清这些人的本质，不被
别有用心的鼓噪蒙蔽误导。这几个国家纠集几个反华组织
和反华人员不断自编自导自演政治闹剧，最终只会自取其
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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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主要成品油管道运营商之一科洛
尼尔管道运输公司遭黑客攻击，旗下承载
着美国东海岸近 45% 供油量的输油干线 7
日起被迫关闭，至今尚未恢复工作，导致美
国多个州和地区燃油供应面临危机。这起
切断美国供油“大动脉”的黑客攻击来自哪
里？如何发生？为何对美国能源基础设施
运营带来如此巨大影响？
　　美国联邦调查局 10 日发表声明说，已
确认一个名为“黑暗面”的黑客组织是这起
输油管停运事件的幕后黑手，该局将继续
与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和其他联邦政府
部门合作展开调查。
　　据多家媒体报道，“黑暗面”是一个去
年 8 月首次浮现的网络犯罪团伙，主要作
案模式是向其附属组织提供勒索软件和相
关设施并从附属组织获得的勒索赎金中
抽成。
　　网络安全企业赛贝里森公司网站介绍

说，过去几个月内，赛贝里森公司已帮助
10 多个客户打击“黑暗面”组织。据介绍，

“黑暗面”勒索软件采取逐渐成为主要趋势
的“双重勒索”策略，首先窃取存储在受害
者系统内的敏感信息，然后对这些敏感数
据加密并发出换取密钥的赎金要求。此
外，勒索者还会发出额外威胁：如果勒索目
标拒绝支付赎金，他们就会在网上公布被
窃取的数据。这意味着无论勒索目标是否
预先备份了数据，都可能被迫支付赎金。
　　根据之前的攻击数据，“黑暗面”最终
向受害者勒索的赎金一般介于 20 万至
200 万美元之间，要求使用比特币或门罗
币等加密虚拟货币支付。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在 6 日发起的攻
击中，“黑暗面”仅用两个小时就从科洛尼
尔管道运输公司的计算机网络中窃取了近
100 千兆字节数据。“黑暗面”10 日在其位
于暗网的网站“黑暗面解密”上发布声明

称：“我们不涉及政治，不需要将我们与特
定政府捆绑在一起……我们的目标是赚
钱，不是给社会制造麻烦。”声明称，对科洛
尼尔管道运输公司的网络攻击是由其一个
附属组织发动的，“黑暗面”称今后将加强
对附属组织攻击目标的审查，以“避免未来
的社会后果”。目前尚不知此次勒索的赎
金金额，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也没有说
明是否会支付赎金。
　　对这一紧急事故暴露出来的美国能源
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御的脆弱性，美国媒
体和专家纷纷表示担忧。美国《连线》杂志
报道说，一场网络攻击使科洛尼尔管道运
输公司的运营陷入瘫痪，并切断了东海岸
很大一部分燃油供应，这对美国关键基础
设施来说是个不祥的势头。报道援引美国
网络安全企业德拉戈斯公司首席执行官罗
伯特·李的话说：“这是我们见过的网络攻
击对美国能源系统的最大影响。”

　　《纽约时报》也发表文章说，这次攻击
暴露了美国关键能源运输管道的脆弱性，
黑客对电网、管道、医院和水处理设施等关
键基础设施的攻击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文
章还称，网络保险和加密货币的兴起助长
了勒索软件案件的“爆炸式”增长；网络保
险使公司和政府部门成为犯罪团伙的成熟
目标，因为犯罪团伙相信他们的勒索对象
会付钱，而加密货币使赎金支付更难被
追踪。
　　白宫国土安全顾问伊丽莎白·舍伍德
-兰德尔 10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黑客
攻击事件暴露出美国关键能源基础设施主
要由私营部门所有并运营而导致的脆弱
性。她还表示，能源部已召集石油、天然气
和电力等行业的公共事业合作伙伴，分析
勒索软件攻击细节并商讨措施，以避免相
关行业再次发生此类事件。

（记者张莹）新华社北京 5月 12 日电

切断美燃油“大动脉”的黑客攻击来自哪

回应美政府延长涉华为禁令

外交部：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新华社北京 5月 13 日电（记者成欣、
许可）针对美国政府延长一项涉及华为的
禁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3 日表示，中
国政府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延长了前总统特朗普的一项行
政命令。该命令禁止美国公司使用其认为对
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所生产的电信

设备，比如华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已就此多次表明严正立
场。美国不断诋毁抹黑华为和其他中国电
信企业，但迄未拿出任何真凭实据证明华为
等中国企业对美和其他国家构成安全威胁，
所谓“国家安全”不过是美对中国高科技企
业实施“国家霸凌”的拙劣借口，是一出贼喊
捉贼的肮脏戏码。众所周知，美国频频被曝

出“棱镜门”“怒角计划”等全球窃听丑闻，甚
至连自己盟国都不放过，这表明美国才是地
地道道的“黑客帝国”“窃听帝国”，是不可
靠、不可信的，是可耻的、肮脏的。
　　华春莹指出，美国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
念，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打压中国企业，
是对美方自己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和公平
竞争原则的否定。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中国

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
严重干扰两国乃至全球正常的科技交流和
贸易往来，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破坏。
　　“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对中
国企业的诬蔑抹黑和无理打压，公平、公
正、非歧视地对待中国企业。中国政府将
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她说。

商务部回应中美近期是否举行经贸会谈
　　新华社北京 5 月 13 日电（记者于佳
欣、王雨萧）针对美国贸易代表称近期或与
中方贸易官员会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
峰 13 日回应，中方已注意到这一情况，如

有进一步情况，会及时发布。
　　高峰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强调，关于关税问题，中方态度十分明
确，单边加征关税措施不利于中国，不利

于美国，不利于世界。中美经贸关系本质
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在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合理
关切。

　　针对有媒体报道美国将小米移出“黑名
单”，高峰表示，已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始
终认为，撤销制裁限制措施、停止打压中国企
业，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世界。

  5 月 13 日，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市民在一家餐厅门口
扫描健康码识别健康状况。   新华社发（奥斯潘诺夫摄）哈萨克斯坦开始推广健康码

　　新华社东京 5 月 13 日电（记者王子
江、姜俏梅）日本首相菅义伟 13 日重申了
东京奥运会将如期举办的决心，不过日本
政府新冠专家小组负责人尾身茂在国会
表示，他无法确定奥运会能否举行。
　　菅义伟是当天在首相府会见千叶县知
事森田前时作上述表示的，据日本放送协
会（NHK）报道，两人在会谈时谈到了奥
运会能否举行和疫苗接种的问题，森田前
在会见后向记者透露，他向首相询问了奥
运会能否举办的问题，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我认为首相会如期举办奥运会。”森
田前说。千叶县是东京之外奥运会场馆
最多的地区之一，击剑、摔跤、冲浪和跆拳

道比赛都将在千叶县举办。
　　 1990 年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曾担
任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主任的尾身茂当天
在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发言时说：“我本
人无法判断奥运会是否应该举行，我也不
应该决定是否应该举办奥运会。”
　　尾身茂还说，他也无法判断到本月底，
日本多个地区的紧急状态是否应该解除，
他说现在只能要求公众更多地配合，尽力
控制感染。
　　不过，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前干事长细
田博之当天表示，现在应该在“竭尽全力防
止感染的情况下，为东京奥运会做准备”。
　　曾经担任过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

的细田博之在自民党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现在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希望奥运会停
办，但我希望奥运会能够以某种方式取得
成功。”
　　细田博之还说，日本有举办奥运会的
成功经验，如果这次的东京奥运会无法举
行，对于全体国民来说，造成的社会、经济
和心理的打击将极为巨大。因此，日本应
该采取最大努力，在防止疫情的情况下保
证奥运会的成功。
　　自民党现任干事长二阶俊博上个月
曾表示：“如果因为举办奥运会导致病毒
传播，我不知道举办奥运会还有什么意
义。”

日本首相重申东京奥运将会如期举办
医学专家说无法确定

　　（上接 1版）2020 年以来，上海在全市
范围内推出各区加装电梯“作战蓝图”，在全
市成片区、大规模推动加装电梯这项民心工
程。同时，政府部门还不断简化加装电梯的
办事流程，如开通绿色通道，申请人只需跑
一个窗口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等。
　　———“咖啡+公益”：让残障人士的人
生出彩
　　最近，在上海市徐汇区天平路街道的

“66 梧桐院·邻里汇”，一家社区咖啡店静
静地开张了。咖啡店内的星巴克听障伙伴
许晓瑛通过手势比画着说：“我热爱咖啡，
也感谢有这么一个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机
会，我越来越有信心变得更独立、更优秀。”
　　离“66 梧桐院”不远，永康路上有个“网
红”熊爪咖啡，店长和店员都是听障人士。
客户点单后，店员会从墙洞里伸出一只萌萌
的熊爪，为客户递上一杯温暖的咖啡。这样
的咖啡店，让网友直呼“太可爱，太温暖了”。
　　而在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去年这里开了
一家名叫“Healing Coffee”的咖啡店，三名已
出院患者轮流担任调制咖啡、收银、结算工作。
　　既有人生出彩机会，也有更完善的生活保
障。在上海，轮椅坡道、盲道、无障碍入口、公
交车语音报站器……这些专门为残疾人、老年
人设置的人性化无障碍设施已是随处可见。
　　将于今年 6 月 1 日施行的《上海市无障
碍环境建设与管理办法》，对政务服务、文化
旅游、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教育教学、公共交
通、应急避难等领域的无障碍服务均提出更
多的明确要求。上海的无障碍环境建设，让
更多有需求的市民从中受益，感受城市温度。
　　——— 贯通“一江一河”：把最好的水景
留给人民
　　因水而生、依水而兴，黄浦江和苏州河
这“一江一河”，对上海有着非凡的意义。
继 2017 年底黄浦江核心段 45 公里岸线
贯通开放之后，2020 年底苏州河中心城
区 42 公里岸线也实现基本贯通。
　　口袋花园、文化雕塑、休闲廊架、亲水
平台……漫步在苏州河普陀苏堤春晓段，
一边是碧波荡漾，一边是绿树红花，好不惬
意。改造后的苏州河两岸风景优美，被上
海市民称为有人情味的“民心工程”。
　　纵观“一江一河”沿岸，各区无不因地制
宜，打造富有特色的高品质滨水公共空间：
或展现海派博览风情带，或打造水岸阳台、
健身步道、历史画廊，或串联公园绿地，实现
沿河居民小区与滨水公共空间的融合共生。
　　“2021 年，苏州河两岸贯通开放将持
续推进，把最好的岸线资源留给人民。”上
海市“一江一河”办常务副主任朱剑豪说。
　　“上海要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城市的
温度、生活的美好。”上海世博会博物馆理
事长洪浩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人民城市的理念就是上海建设和治理
的“底色”。 新华社上海 5月 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