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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记者
吴晶、贾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日发
表《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8年
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对美国侵犯人权
的状况进行揭露。

人权纪录分为导言、公民权利屡遭
践踏、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贫富分化日益
严重、种族歧视变本加厉、儿童安全令人
担忧、性别歧视触目惊心、移民悲剧不断
上演、单边主义不得人心，全文约1.2万
字。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全文1万余字。

人权纪录说，当地时间3月13日，
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年国别人权报
告》，继续对世界上190多个国家的人

权状况指手画脚、抹黑污蔑，而对自身
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却置若罔闻、视而
不见。如果人们对2018年美国的人权
状况稍加检视便不难发现，自诩为“人
权卫士”的美国政府，其人权纪录依然
是劣迹斑斑、乏善可陈，其奉行的人权
双重标准昭然若揭。

人权纪录指出，2018年美国共发
生涉枪案件57103件，导致14717人死
亡、28172人受伤，其中未成年人死伤
3502人。2018年美国发生94起校园枪
击案，共有163人伤亡，是有记录以来校
园枪击案数量最多、伤亡最重的一年。

根据人权纪录，美国沦为贫富分化

最严重的西方国家。美国1%的最富
有人群拥有全国38.6%的财富，而普通
民众的财富总量和收入水平持续下
降。近半美国家庭生活拮据，1850万
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非洲裔的贫困
率是白人的2.5倍，失业率长期维持在
白人的2倍左右。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移民政策致使
骨肉分离。美国政府2018年4月开始
实施“零容忍”政策，导致至少2000名
移民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边境执法
人员虐待、性侵未成年移民案件数量惊
人增长。

人权纪录称，美国网络监控司空见

惯。美国政府的“棱镜”项目24小时运
行，未经授权恣意对公民的电子邮件、
脸谱网消息、谷歌聊天、Skype网络通
话等进行监听监控。

人权纪录强调，美国悍然退出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大西洋月刊》网站的报道
文章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最阴险的意图
是为了防止自身受到侵犯人权的指控。

国新办发表《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

美国人权纪录劣迹斑斑、乏善可陈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记者
马卓言）针对美国务院“2018年度国别
人权报告”涉华部分再次指责中国人权
状况，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4日表示，中
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摘下有色眼
镜，客观公正看待中国人权状况，停止
干涉中国内政。

陆慷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
报告涉华部分和往年一样，充满意识形
态偏见，罔顾事实，混淆是非，对中国进
行种种无端指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他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和

促进人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权事业取
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对此最有发
言权，国际社会也是有目共睹的。中
国人民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坚定前行，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
就。”

“我们敦促美方摘下有色眼镜，摒
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客观公正
看待中国人权状况，停止利用人权问题
干涉中国内政。我们也奉劝美方好好
反省自己国内的人权问题，先把自己的
事情办好。”陆慷说。

外交部：

敦促美方停止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据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14日发表《2018年美国的
人权纪录》《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
记》。《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从美国儿
童安全令人担忧、美国政府污蔑和暴力对
待移民、美国公民权利屡遭践踏、美国种
族歧视变本加厉、美国性别歧视触目惊心
等方面对美国人权状况进行了揭露。

美国贫困率维持高位

《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
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
国有约4200万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
的13.4%。超过500万全年从事全职
工作的美国人年收入低于贫困线。

人权纪录援引联合国极端贫困与
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
2018年5月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已
经沦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
2016年，1%的最富有人群拥有全国
38.6%的财富，而普通民众的财富总量
和收入水平在过去25年总体呈下降趋
势；四分之一全职工作者和四分之三兼
职工作者没有带薪病假，44%的成年人
无力支付或需要变卖财产和借债才能
支付急救医疗费用。

人权纪录援引2018年7月美国参
议员伯尼·桑德斯在《今日美国报》网站
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43%的美国家庭
入不敷出，只能借债支付住房、食品、儿
童护理、医疗、交通和通讯费用。美国
城市研究所调查发现，近40%的青壮
年表示收入难以满足食品、卫生保健、

住房和公用事业等基本需求。
人权纪录引用美国住房和城市发

展部的数据显示，超过50万美国人没
有固定居所。许多无家可归者急需医
疗救助并患有精神疾病。

人权纪录援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
防中心2018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
年以来，美国因吸毒致死人数年均增加
16%，2017年超过7万人。自杀是美
国的第十大死因。1999年以来，美国
的自杀率上升了33%，2017年自杀人
数超过4.7万。

美国金钱政治大行其道

《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
美国2018年的中期选举竞选开销巨
大，选举沦为金钱游戏，“黑钱”和腐败
现象严重，政治人物腐败案件屡见不
鲜，政府成为富豪代言人。

人权纪录说，美国政治响应中心
2018年11月指出，此次中期选举共花
费52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35%，是
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中期选举。英国《卫
报》网站2018年8月报道，公众普遍认
为美国选举是腐败的，国会议员被企
业、富人和特殊利益集团俘获。赢得一
个参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为1940万美

元。赢得一个众议院席位平均至少要
花费150万美元。选举过程中存在大
量“以金钱换选票”的舞弊现象。

根据人权纪录，美国政府成为富豪
代言人，政治人物腐败丑闻层出不穷。
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
员菲利普·奥尔斯顿2018年5月发布
报告指出，美国内阁成员的财富总额达
43亿美元。

人权纪录显示，民众对美国政治持
悲观态度。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4月
公布的一项针对美国民主和政治体制
的调查显示，5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没
有做到“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
《新闻周刊》网站6月26日报道，民意
调查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美国
的民主“很薄弱”，68%的受访者认为美
国的民主正在“变得越来越弱”。

美国政府污蔑和暴力对待移民

《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
美国政府污蔑和暴力对待移民，不人道
的移民政策强制儿童与父母分离，寻求
庇护的妇女、儿童惨遭虐待和性侵，儿
童死亡事件令人震惊，受到联合国和国
际社会严厉谴责。

人权纪录援引英国《独立报》网站

2018年5月23日报道指出，美国边境
执法人员虐待寻求庇护儿童的案件数
量惊人增长。有116起虐待寻求庇护
儿童的事件被披露，涉事人员被指控对
5至17岁的儿童进行身体、性或心理
上的虐待。

人权纪录称，2018年11月28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份联合声明批
评美国政府高层违反国际人权标准、发
表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言论并采取相
关行动，对移民和难民进行污名化，将
其视为罪犯和“传染病”，从而助长不容
忍、种族仇恨和排外情绪，营造对非白
人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等。

人权纪录援引《纽约时报》网站
2018年5月12日报道，美国政府2018
年4月开始实施“零容忍”政策，边境执
法人员在逮捕非法入境者时，强制将其
未成年子女另行安置，导致至少2000
名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

人权纪录援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18年6月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称，
美国政府强制将数千名移民儿童与父
母分离并羁押，违反国际人权标准。针
对儿童的惩罚性措施严重影响其发展，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构成酷刑。利用儿
童来阻止非正常移民是不可接受的。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表明

美国公民权利屡遭践踏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声令下，美
国13日宣布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
停飞令。就在一天前，美国还拒绝国际
社会的呼声，称其评估没有显示出涉事
系列客机有系统性性能问题，因此没有
理由停飞。

美国联邦航空局13日要求美国各
航空公司运营的所有波音737 MAX
型号飞机暂时停飞，并暂时禁止该型号
系列飞机在美国领土上运行。

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声明，停飞
决定基于最新收集的证据以及13日上
午获得的“经过最新处理的卫星数
据”。但该机构没有透露是哪些新证据
促使其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变。

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一架波音737-8客机（属于737 MAX
系列）失事，这是继去年10月29日印
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同型号客机失
事坠海之后，波音737-8客机发生的
第二起空难事故。

美联邦航空局局长迈克尔·韦尔
塔12日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指出，
卫星数据显示两架失事客机的运动轨
迹相似。美国众议院运输和基础设施
委员会主席彼得·德法齐奥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也表示，两起空难“可怕的相
似”，均出现了“不寻常的爬升和俯
冲”。

两起空难均发生在客机起飞后不
久。去年狮航客机失事调查报告显示，
客机上某个迎角传感器出现故障，在短
短10分钟的飞行过程中，客机机头被危
险地向下推了20多次。迎角是一个重
要的飞行参数，飞机必须在一定的迎角
范围内飞行，否则可能有失速的风险。
迎角传感器是测量飞机迎角的装置。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
特沃尔德·加布雷马里亚姆对媒体说，
该公司失事客机机长也曾向空中交通
控制人员报告遇到飞行控制问题，并希
望返回机场。

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飞行员曾在一个联邦数据库中至
少5次就737-8客机提出抱怨，有两
个飞行员称驾驶该型客机时出现意想

不到的俯冲情形，其中一人写道，打开
自动驾驶模式后的2到3秒内客机会
掉头向下，触发客机安全系统警告响
起“不要下降、不要下降”。还有飞行
员抱怨联邦航空局和波音处理问题的
方式。

对于前几天美国拒绝停飞波音客
机，美国《消费者报告》杂志航空问题顾
问比尔·麦吉评价道，联邦航空局想要
讨好飞机制造商，该部门在飞行安全问
题上本该更加主动。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交通部长
雷·拉胡德说：“公众指望政府对飞行

安全负责，而这就是交通部的职责。”
他回忆道，2013年，波音787客机出
现锂电池组过热问题后，美国交通部
颁布停飞令，该型客机随后停飞3个
月左右。

曾担任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主席的詹姆斯·霍尔在《纽约时报》上发
表评论文章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
2005年美国联邦航空局的监管方式发
生重大变化。该机构不再提名和监管
自己“任命的适航代表”，而允许波音和
其他制造商选择自家雇员来认证飞机
安全性。为了给这一改革正名，该机构

当时说从2006年到2015年将给航空
业节省大约250亿美元，“这种行业自
我认证是令人担忧的举动”。

这次全球性停飞对波音的声誉造
成重大打击。波音先在11日声称，自
狮航客机去年10月失事以来，波音一
直在强化737 MAX系列客机的飞行
控制软件，“旨在使已经安全的飞机更
加安全”，12日又说，“对737 MAX系
列客机的安全性充满信心”。但面对国
内和国际社会的不满，波音还是不得不
在13日表态支持停飞，尽管这家公司
强调这是“出于高度谨慎考虑”。

两起空难均出现“不寻常的爬升和俯冲”

美停飞波音737 MAX型号客机的背后
新华社记者 周舟 孙丁

本报讯 （记者 张莎）3 月 13
日，在2019“点亮乡村、平安家园”扶贫
工程公益捐赠活动中，深圳市引路者照
明设备有限公司首批向市慈善总会捐
赠3545套太阳能智慧路灯、2948套智
能监控摄像头，市值1037万余元。这
批照明监控设备将惠及我市广大农村
和城市社区。

市慈善总会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
旨在增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进一步
助力精准扶贫，共建美丽乡村、平安乡
村。这批照明监控设备将在我市14个
区县的2902个社区和村社免费安装。
首批试点选在渝北区和北碚区，平均每
个社区和村社将安装照明设备3套、监
控设备1套。

市慈善总会获捐上千万元照明监控设备

重庆2902个村社可免费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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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记
者 张 泉）国家医保局 13 日发布
《2019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
方案（征求意见稿）》，将根据基金支付
能力适当扩大目录范围，优化药品结
构，进一步提升基本医保药品保障水
平，缓解用药难用药贵问题。

本次目录调整将充分发挥西药和
中医药各自优势，统筹考虑西药和中成
药数量结构和增幅。

根据征求意见稿，调入的西药和中
成药应当是2018年12月31日（含）以
前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上市的
药品。优先考虑国家基本药物、癌症及
罕见病等重大疾病治疗用药、慢性病用
药、儿童用药、急救抢救用药等。

征求意见稿提出，将于2019年6
月印发新版药品目录，并公布拟谈判药
品名单，8月将谈判成功的药品纳入药
品目录，同步明确管理和落实要求。

新一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启动

抗癌药儿童用药等将优先调入

本报讯 （记者 王丽）3月14日
晚，重庆芭蕾舞团大型原创芭蕾舞剧
《死水微澜》在国泰艺术中心上演，拉开
该剧2019西部巡演序幕。

该剧继2016年获得国家艺术基
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
后，于 2019 年再度获得国家艺术基
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近期又再
次入选第七届重庆演出季“春色满
园”2019年春季重庆市优秀原创剧目
展演。

芭蕾舞剧《死水微澜》根据李劼

人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敢爱敢恨的
农村少女邓幺姑追求爱情的曲折故
事。快节奏的高抛、高托等动作将人
物内心的挣扎和矛盾演绎得淋漓尽
致。

为筹备2019年新的西部巡演，重
庆芭蕾舞团根据专家建议，对剧目进行
了舞蹈、服装、音乐、舞美等全方位的修

改打磨。在保留以往川味元素的基础
上，通过增加新编舞龙片段、梦境舞段
等全新的舞美设计和舞蹈元素，让剧情
发展和舞蹈编排更加流畅。同时，为使
人物更加饱满，导演在人物关系上也作
了更加细致的梳理。

“相比于去年的《死水微澜》，今年
的演出版本角色更具有舞台张力。”芭

蕾舞爱好者刘楠说，重庆芭蕾舞团对这
样一个川渝味十足故事的每一次塑造，
都让自己眼前一亮。

重庆芭蕾舞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9新版《死水微澜》西部巡演将以重
庆、四川为核心，辐射至广西、云南、贵
州、陕西、青海、宁夏等地，共完成16场
演出。

芭蕾舞剧《死水微澜》开启西部巡演

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今年1至
2月份经济运行主要数据。统计显示，
多数指标保持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毛盛勇当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
说，市场预期总体向好。反映消费预期
的消费者信心指数，2月份达到126，环
比上升2.3个点。制造业PMI中的新
订单指数回升到50.6%，比1月份上升
1个百分点。

毛盛勇分析，前两个月经济运行呈
现几个特点：

——国内需求稳中有升。从投资
来看，1至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6.1%，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0.2个百
分点。从消费来看，1至2月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增速与
去年12月份持平；如果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7.1%，比去年 12月份加快
0.5个百分点。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从物价
来看，1至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平
均上涨1.6%，延续了温和态势。从就
业来看，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3%，比1月份略升0.2个百分点。

毛盛勇说，2月份调查失业率上升
的主要原因是春节因素的影响。春节
后，大量外来务工人员集中返城寻找工
作，推高了失业率。另外，根据对全国
22个省份用工情况进行的专项调查，
八成左右的企业员工返岗率在90%以
上，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结构优化态势持续。从生产
端看，如果剔除春节因素影响，1至2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
增速比去年12月份有所加快；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0.1%；现

代服务业增长势头也比较好。从需求
端看，民间投资增速较快，同比增长
7.5%；高技术产业投资、工业技术改造
投资增速分别快于全部投资 2.5 和
13.4个百分点。

——市场预期趋势向好。2月份，
消费者信心指数比1月份提高2.3个
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里的新订单指
数也比1月份上升1个百分点，反映出
需求面有所改善。

“总的来看，1至2月份国民经济运
行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
势。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较多，国内结构性矛盾突出，
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毛盛勇说。

前两个月，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下降5.3%，产量则下降了15.1%。毛
盛勇分析，汽车制造业最近几个月生
产、销售出现回落。但同时，高技术制
造业等行业增长在加快。下一阶段，对
制造业发展的市场预期在逐步好转，支
持实体经济、微观主体发展的减税降费
政策会逐步落地，制造业增长仍有政策
支撑。

针对过去几个季度经济增速的小
幅回落，毛盛勇表示，我国经济增速高
一点、低一点不必过分关注，要把民生
改善、就业保障、居民收入增长、生态环
境改善与经济增长放在一起考虑，保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同时，推动经济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毛盛勇说，下一步，要把逆周期调
节的各项政策落实到位，确保经济运行
平稳，积极扩展向好趋势，促进我国经
济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综合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经济总体平稳 下行压力仍存
——解读前两月经济数据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胡璐

3月14日，重庆第一双语学校举行了“我和我的祖国”系列活动之“强健身体
献礼祖国”阳光韵律操比赛。比赛前，该校师生齐聚体育场，齐声高唱国歌，赞美祖
国。 特约摄影 龙帆

强健身体 献礼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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