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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 （记
者 史竞男 王鹏）按照全国“扫黄打
非”工作小组部署，中央宣传部、中央
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
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今年
6月起共同开展的“净网”集中行动，
取得阶段成效。据不完全统计，6月
至8月底，执法监管部门共查办涉网
络行政和刑事案件822起，处置低俗
有害信息 40 余万条，取缔关闭网站
4800余个；督促网站平台清理低俗有

害信息2000余万条，处置违法违规账
号800余万个。

集中行动中，深入开展整治网
上历史虚无主义、整治未成年人网
络环境、整治网上文娱及热点排行

乱象等“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进一
步出台十项举措整治“饭圈”乱象；
针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问题，
印发通知进一步严格管理；开展互
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聚焦扰乱

市场秩序、侵害用户权益、威胁数据
安全、违反资源和资质管理规定等
四方面八类问题，推动行业规范健
康有序发展；成功侦破了一批典型
刑事案件，形成强大震慑；加强网络
文化市场监督管理和执法检查，加大
打击网络动漫、音视频领域违法违规
行为力度，专项清理涉儿童“邪典”视
频；对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开展内容安
全检查，及时处置有害节目和不良内
容等。

“净网”集中行动处置低俗有害信息

40余万条

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 （记者
王思北）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近
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
国各级网络举报部门受理举报1947.3
万件，环比增长 15.5%、同比增长
57.3%。

据统计，其中，中央网信办（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中心受理举报36.9万件，各地网信办举
报部门受理举报99.3万件，全国主要网
站受理举报1811.1万件。

在全国主要网站受理的举报中，
微博、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豆瓣、今
日头条等主要商业网站受理量达

1337.2万件。
中央网信办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表示，
在各级网信部门指导下，目前全国各
主要网站不断畅通举报渠道、受理处
置网民举报。广大网民可通过12377
举报电话、“网络举报”客户端等渠道
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
朗网络空间。

今年8月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1947.3万件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记者 白
瀛）国家广播电视总局7日在京召开座谈
会，要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工作者
自觉遵守社会公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品
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摈弃低俗、庸俗、
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
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

广电总局负责人指出，广播电视和

网络视听文艺工作者要守公德、严私德，
以高尚品行树立良好社会形象；要对自身
道德建设有更高的要求，心怀敬畏，严守
底线，不碰红线，追求高线；要加强思想自
律和行为约束，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
诚信经营、诚信从业，自尊自重、自珍自
爱；要大力弘扬文明道德风尚，做真善美
的实践者和传播者，把崇高的价值、美好
的情感融入作品，引导人们向上向善。

广电总局要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工作者

自觉摈弃低级趣味
自觉反对腐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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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孙闻 王琳琳 王亚宏

在美国不断对中国实施
科技“脱钩”“断链”之际，美
国杜克大学中国事务高级顾
问丹尼斯·西蒙于近日在大
学世界新闻网站发表题为

《是时候重启美中科技合作
了》的署名文章。文章认为，
美中的科技关系从高度不对
称变为在能力和实力上更加
对等，是时候从与目前不同
的、正和的角度来看待美中
科技合作和学术交流了。这
代表了美国有识之士理性的
声音、冷静的反思。

无论从中美两国各自利
益审视，还是从适应席卷全
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考
量，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重启科
技合作，都是明智之举。之
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时
间已经证明“脱钩”“断链”不
可取，“打压”“封杀”没有用。

2021 年 6 月 17 日，巨焰
托起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
站，中华民族飞天征程站上
新的起点。在华盛顿当局对
华科技“脱钩”两周年之际，
这无疑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事
件。

这只是两年来美国对中
国科技企业无端打压、密集封
杀，对中国“卡脖子”“卡”出来
的众多成果中的一个。不可
否认，封杀遏制的确给我们带
来了困难。比如，我们的手机
不得不因为一时“缺芯”而调
整技术路线。但新型举国体
制也在外部倒逼之下提速重
大技术攻关，科技创新“三跑
并存”中并跑的比重越来越
大、领跑的领域也在不断增
加。“嫦娥”奔月，“祝融”探火，
北斗组网完成，5G加速商用，

“中国路”“中国桥”“中国核
电”不断走出去……

在这些科技成果涌现的同时，
中国科技实力及全球影响力在不断
提升。无论是从专利的产生还是从
在世界顶级科学出版物发表的文章
数量和影响力来看，中国现在都是
重要的智力资本的生产方，而不再
是一个简单的接受者；在国际科技
事务议程制定和规则制定中，中国
不再是被动适应者，而是日益成为
规则制定的参与者；中国正在从单
纯的学习者转变为技术转移的源头
和跨境技术标准的塑造者。

诚如丹尼斯·西蒙文章中所言，
当中国科学界和教育机构能够贡献
相当多的知识和专长、为世界带来
实质性价值时，美国疏远中国或对
合作施加新限制，是十分愚蠢的。

美国显然低估了中国的科技
实力、创新能力和攻坚毅力，错误
地认为“脱钩”“断链”会让中国无
所适从，“打压”“封杀”会令中国一

蹶不振。事实恰恰相反，“脱
钩”“断链”“打压”“封杀”更
加坚定了中国科技界走自主
创新之路的决心，激发了中
国人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动
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中国将科技与创
新放在国家发展中更加重要
的位置，创新洪流通过改革
奔涌而出，中国人对科技创
新充满信心。无论是基础研
究、标准确立，还是成果转
化、工程应用，一切进步都得
益于矢志不渝地自主创新、
坚持不懈地自立自强、持之
以恒地艰苦奋斗，中国人流
自己的汗，出自己的力，争民
族和国家之气！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发布的《2020 年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
名站稳第14位，居于中等收
入经济体之首。

科技竞争从来不是单纯
的科学技术本身的竞争，更
是市场规模与活力的竞争。
有创新而无市场，科技创新
只是“鱼缸中的观赏鱼”。没
有市场的打磨和检验，高投
入的原型科技产品无法大规
模量产，更无法获得丰厚回
报反哺研发。中国能在美国

“脱钩”“打压”下取得科技的
巨大进步，正是得益于自身
拥有广阔市场，得益于科技
创新深度沉浸到亿万中国人
的日常生活中。

显然，美国的打压封锁
没有遏制住中国科技的进
步。相反，强行切割、阻断中
美科技交流与互动令美国社
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脱
钩”“断链”会让美国丢失广
阔的中国市场，折损美国科
技企业的丰厚收益。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今年2月美国商会发布的一
份题为《理解美中脱钩》的报
告指出，完全切断对华销售

的全面脱钩将使美国飞机和航空
业每年损失380亿至510亿美元的
销售额，这意味将流失 16.7 万至
22.5万就业。如果美国终止对华的
半导体销售，该行业将损失 830 亿
美元收入和12.4万就业。

在科技领域，中美交流合作是
两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
中美两国携起手来、加强合作，为应
对气候、环境、生态、能源、疾病等全
球性难题提供解决方案，必将对世
界稳定发展持续产生深远影响，对
人类社会进步带来莫大福祉。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美
国政府应该认真倾听本国有识之
士发出的客观理性声音，正确看待
中国科技发展和中美科技合作，停
止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无理打压和
限制，为中美在科技领域的交流合
作提供良好环境，共同推动全球科
技进步和发展。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脱
钩
不
可
取
，打
压
没
有
用
，合
作
是
正
道

新华时评
国家卫健委负责人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坚决杜绝将二码联查和强制性接种捆绑
■全国超9.6亿人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
■专家提醒：中秋、国庆不提倡聚集聚会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 （记者 吉宁
魏玉坤）记者7日从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新闻发布会获悉，据初步统计，本届服贸
会达成各类成果1672个，其中，成交项目类
642个，投资类223个，协定协议类200个，权
威发布类158个、联盟平台类46个、首发创新
类139个、评选推荐类264个。

“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的“一会两馆”布
局，是本届服贸会的一大特色。北京市商务局
局长闫立刚说，服贸会在延续使用国家会议中
心基础上，首次启用北京城市复兴新地标——
首钢园区作为专题场馆，结合工业风貌和奥运
元素，打造了特色场馆群，给观众带来独具特色
的游历感和空间体验。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2日
至7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数字开启未来，服
务促进发展”。

▶这是9月7日拍摄的服贸会首钢园区会
场。 新华社发

2021服贸会闭幕
达成各类成果1672个

新华社喀布尔9月7日电 （法
里德·贝赫巴德）阿富汗塔利班发言
人穆贾希德7日在喀布尔举行的记
者会上表示，塔利班决定组建临时
政府，并公布了临时政府主要成员。

其中，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
将出任临时政府代理总理，阿卜杜
勒·加尼·巴拉达尔和阿卜杜勒·萨

拉姆·哈纳菲出任临时政府代理副
总理。西拉杰丁·哈卡尼出任代理
内政部长，穆罕默德·雅各布出任代
理国防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出
任代理外交部长。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7日表
示，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
以埃米尔身份领导国家。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临时政府
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以埃米尔身份领导国家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重
庆男足再度创造了历史。9月7日
晚，在陕西渭南举行的第十四届全
运会男子足球U18项目决赛中，重
庆U18男足在残酷的点球大战中，
以7比8不敌陕西男足，屈居亚军。

据介绍，此次代表重庆参加全
运会的U18男足是以重庆辅仁中
学03梯队球员为主体，由重庆市足
球管理中心、重庆辅仁中学联合打
造。在之前的比赛中，重庆U18男
足表现相当出色，先后战胜了湖
北、江苏男足，成功闯进了全运会
U18男足决赛。值得一提的是，在
此次全运会U18男足的小组赛阶
段，重庆曾与陕西队相遇。在那场
比赛中，重庆凭借龚芸扬、宋攀、汪
士钦的进球，3比2险胜陕西队。此
番再度交手，重庆U18男足自然希

望能延续胜势。
开场之后，重庆队很快占据了

场面优势。整个上半场比赛中，重
庆队的宋攀、龚芸扬凭借极强的个
人能力创造了多个机会。可惜的
是，陕西队门将在本场比赛中展现
出极佳的比赛状态，数次把重庆队
的射门拒之门外。易边再战，重庆
队继续对陕西展开围攻，不过可惜
的是，无论是陈彦辛还是李锐锋，
都遗憾地与进球擦肩而过。最终，
经过120分钟的激战，双方都未能
改写比分，只能进入残酷的点球大
战。在点球大战中，双方出场的前
7名队员均罚中点球。可惜的是，
重庆第八名上场的队员却把点球
踢飞。随着陕西队最后一名出场
的队员罚中点球，重庆队以总比分
7-8（点球）不敌陕西队，屈居亚军。

全运会男足U18项目决赛
重庆队点球憾负陕西队获亚军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9月7日下午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
防控和疫苗接种有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
有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一些地方为加快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出台了限制性措施，针对这一类
情况，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要求
各地对这种现象予以及时纠正。

截至9月6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21亿1308.3万剂次，完成全
程接种的人数为9亿6972万人。

出台限制性措施违
背疫苗接种原则

“个别地区存在对未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的人群不允许进入超市、医院、车站
等重点公共场所，学生被拒绝入校等情
况。”吴良有说，还有个别地区单位组织
人员到外地接种。这些做法违背了接种
的原则，也给群众造成不便。

吴良有表示，要按照知情、同意、自
愿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并强调出台接种政策措施时一定
要严谨审慎，认真评估，确保依法依规，
严守安全底线。

据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指导各地

用好健康码、接种码二码联查的措施，坚
决杜绝将二码联查和强制性接种捆绑。

吴良有强调，疫苗接种是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的有效手段，适龄无禁忌人群
要应接尽接，这是公民履行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义务，希望各地深入细致、尽心
尽力、积极稳妥地推进疫苗接种工作，保
护好群众的健康权益。

正积极推进全国免疫
规划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据介绍，当前正在积极推进全国免
疫规划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对于目前尚
未实现接种信息跨省互联互通的地区，
仍需在接种后续剂次疫苗时提供接种单
位出具的纸质版凭证，按照纸质凭证的
记录接种后续剂次的疫苗。如有跨地区
的接种需求，建议在接种第一剂次疫苗
后及时向接种单位索取并且妥善保存纸
质版的接种证明。

3-17岁人群紧急使
用的疫苗仅限灭活疫苗

对于未成年人，没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需要家长陪同，并代签署疫苗接种

知情同意书，接种前家长或监护人有必
要了解新冠疫苗接种的知识、流程及孩
子健康状况，接种现场带好身份证、接种
证等证件。

目前我们国家批准使用的疫苗有3
种技术路线，打1针次的腺病毒载体疫
苗，打2针次的灭活疫苗，还有打3针次
的重组蛋白疫苗。目前国家批准3-17
岁人群紧急使用的疫苗仅有灭活疫苗这
条技术路线，接种2剂次，间隔3~8周。

打疫苗之后出现过敏如果怀疑跟疫
苗有关系，需要确定为是一般反应还是
异常反应。是不是属于异常反应，由各
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和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组进行相关调
查、诊断，根据疫苗的特性、受种者的临
床表现和既往史、诊治过程，以及疫苗接
种情况等做出综合判断，确定是不是疫
苗引起的过敏性反应。

中秋、国庆假期出行
前要了解疫情防控情况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公众如何
安全出行？专家提醒公众在出行过程中
依然要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保持一定
的警惕性。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王华庆表示，在假期期间，不提倡聚集
和聚会，尤其是不允许大规模聚集。公
众在出行之前要了解目的地的疫情防
控等级，如果是中高风险地区就不能前
往，如果所在地是中高风险地区，也不
能出行。

“在出行过程中做好个人防护是非
常重要的，包括戴口罩、勤洗手、保持手
卫生、保持社交距离、不扎堆、不聚集，及
时采取这些措施，是对个人的防护，也是
对家人的防护，同时也是对公众健康负
责任的表现。”王华庆说。

灭活疫苗对预防德
尔塔变异株有效

我国生产的新冠病毒疫苗当前主
要是灭活疫苗，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
展了较大规模人群的接种，在国内已
经开展了20亿剂次的接种，也提供了
很多真实世界的研究数据，结果表明，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使用的疫苗，均
对预防感染有一定效果。对感染后的
再传播有明确效果，对预防重症和死
亡有显著效果，即便是在当下病毒变
异株特别是德尔塔株广泛流行的情况
下也是如此。

（据新华社、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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