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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
6月 27日说，美国《纽约时
报》所谓俄方“资助阿富
汗塔利班袭击驻阿联军”
的报道“毫无根据”，是

“假新闻”。
俄使馆在社交媒体推

特写道，《纽约时报》的报
道对俄方提出“毫无根据
且匿名的指责”，“已经给
俄罗斯驻华盛顿和 (英国
首都)伦敦大使馆人员生
命安全带来直接威胁”。

俄使馆上传的截图显
示，一名推特用户因为
《纽约时报》的报道，对上
述俄方使馆人员发出威
胁。俄使馆因而敦促《纽
约时报》“停止报道对生
命造成威胁的假新闻”。

前一天，《纽约时报》

以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情
报人员为消息源报道，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打
算撤出驻阿美军之际，俄
方军事情报人员向阿富汗
塔利班提供“悬赏”，袭击
以美军为主的驻阿联军。

俄罗斯外交部人员 27
日也驳斥这篇报道。一名
外交官员告诉俄罗斯卫星
通讯社，俄方“已经注意到
又一篇假新闻”，“这篇绘声
绘色的报道显示美国情报
部门的宣传人员……甚至
不愿意编一些更复杂的故
事，而是直接胡说八道”。

“另一方面，20 年来，
(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
情报工作一塌糊涂，我们
还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样的
情报呢？”这名外交官说。

俄罗斯使馆斥
《纽约时报》“假新闻”

救援队员在冕宁县彝海镇搜救 (6 月 28 日摄)。6 月
28 日 23 时 30 分左右，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政府新闻办
发布消息，截至 28 日 16 时，发生在冕宁县北部的特大暴
雨灾害已导致 12人遇难、10人失联。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
电 建章立制强化队伍、集
中整治多发问题……《网络
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自
3 月 1 日正式施行后，按照
国家网信办统一部署，各网
站平台对照规定要求深入
开展自查自纠，结合本网站
本平台特点有针对性地加
强网络生态治理工作，取得
一定成效。

据悉，自查自纠期间，

各网站平台认真梳理薄弱
环节和漏洞短板，从机制、
队伍、产品、技术等不同维
度发力，多措并举推动生态
治理取得新进展。有的网
站平台抓紧建章立制，弥补
制度漏洞，如百度、优酷等
逐条对照规定条款修订内
部制度、更新用户协议，确
保与规定内容衔接对应;有
的加强队伍建设，明确责任
分工，如搜狐、网易、快手等

均成立网络生态治理专项
小组;有的立足产品特色，
细化落实节点，如阿里、喜
马拉雅等针对不同产品不
同服务不同环节特点，有针
对性地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有的不断优化技术手段，提
升处置效率，如今日头条、
小红书调整算法推荐逻辑，
完善色情低俗图片模型库，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进
一步提升审核效率。

针对网络生态多发频
发问题，网站平台集中开展
专项整治工作，累计清理淫
秽色情、低俗炒作、赌博诈
骗等各类违法和不良信息
3.3 亿余条，处置“至道学
宫”等违法违规账号 367.5
万余个。其中，腾讯主动开
展“清风计划”，集中整治恶
意营销、淫秽色情、网络暴
力、恐怖惊悚、网络谣言等
违法违规信息;百度针对水

军刷单、买卖公民信息等内
容进行深入挖掘;新浪微博
严厉打击赌博诈骗等各类
黑色产业链信息，主动拦截
和清理相关信息约 1130 万
条，接到网民和监督员巡查
举报处置信息约 710 万条;
今日头条针对色情低俗内
容制定 400 余条审核规则，
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
25.5万条。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

人表示，网信部门将适时开
展督导检查，对治理工作

“流于纸面、敷衍塞责”的网
站平台予以严厉处置，对广
大网民反映强烈的网络生
态问题继续开展专项整治，
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网络
权益，治理各种有害信息，
坚持治标与治本并行、规范
与长效并重，让人民群众切
实感受到治理效果，让网络
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

我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取得成效

新华社莫斯科 6月 28日电 在俄罗斯电
视一台 28 日播放的访谈节目中，俄罗斯总
统普京表示，为了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各方
需要联手协作，而不是相互指责。

普京表示，他深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采取行动以摆脱新冠病毒带来的威胁，而
不是搞对抗。

在谈到新冠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一些政
治势力试图利用当前形势散布有关病毒起
源的阴谋论时，普京说:“我们需要对付的是
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谈论它来自哪里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了解正在发生的
事情本质并建立一个保护体系。‘有人特意
制造了什么’这种说法没有依据，如果有人
坚持这种论调，那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普京认为，新冠疫情改变了某些事物、
推动了一些进程，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它不
会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反而将成为发展动
力。“有人说因为新冠病毒，一切都将发生
巨大变化，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

普京:
各方需联手协作应对
疫情而非相互指责

新华社北京 6 月 29 日
电 记者 29日从国家发展改
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阶段性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延
长到今年年底，推动降低企
业生产经营成本。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的通知明确，自 2020年 7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延续

阶段性降低除高耗能行业
用户外的，现执行一般工商
业及其它电价、大工业电价
的电力用户用电成本政
策。电网企业在计收上述
电力用户(含已参与市场交
易用户)电费时，统一延续
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 95%
结算。

通知强调，各地价格主
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形
势下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
营成本对保就业保民生保
市场主体的重要性，指导电
网企业认真抓好延长阶段
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
落实，确保政策平稳实施，
做好政策解读宣传;积极配

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创新
方式方法，切实加强商业综
合体、产业园区、写字楼等转
供电环节收费行为监管，确
保降电价红利及时足额传导
到终端用户，增加企业获得
感。电网企业要积极主动向
用户做好政策宣传告知，尽
快将政策执行到位。

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延长至年底

新华社华盛顿 6月 28日电 美国南部密
西西比州州议会 28日通过一项更换州旗法
案，新的州旗将去除美国内战时期维护奴
隶制的南方邦联旗帜图案。

密西西比州州旗从 1894年开始使用至
今，由蓝、白、红条纹及美国内战时期南方
邦联旗帜图案组成，是目前美国最后一面
带有南方邦联旗帜图案的州旗。

法案当天先后在州众议院和参议院获
得通过。根据法案，密西西比州设立一个
委员会负责设计新州旗，州选民今年 11 月
初就新州旗的设计方案进行表决。

长期以来，美国围绕南方邦联旗帜、标
识以及邦联军政人物雕像的争议不断，批
评者说它们是奴隶制、种族主义的象征，而
支持者则认为这些是美国南方历史遗产。

自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
暴力执法后死亡以来，美国多地游行示威
不断，并掀起移除邦联标识等争议纪念物
的行动。

美国密西西比州
将更换州旗

这是 6 月 28 日拍摄的南京长江第五大桥(无人机照片)。当日，南京长江第五大桥顺利合龙。南京长江第五大桥是连接
南京江南主城和江北新主城的重要纽带，兼具干线公路和城市快速路功能。

6 月 28 日,在位于
重庆巴南的东盟商品
集采城内,工作人员整
理展示的商品。当日,
利用重庆—东盟跨境
公路班车运输优势打
造的东盟商品集采城
在位于重庆巴南的重
庆公路物流基地正式
开业。东盟商品集采
城作为西部内陆地区
对东盟货物的承接地,
开业后将提供中国与
东盟商品互通有无、集
中展示、集中交易的新
平台。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特
朗普政府抗疫不力、“甩锅”
中国，加大在各领域与中国
的对抗，致使中美关系异常
紧张。在此背景下，欧盟将
对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7
月 1 日起担任欧盟轮值主
席国的德国采取何种立场，
自然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6 月 18 日，默克尔在德
国联邦议会就德国作为欧
盟轮值主席国所做的政府
宣言中再次强调，对华关系
是德国在轮值主席任内的
核心任务。

虽然原定于今年 9月份
在莱比锡举办的中国-欧盟

峰会因疫情延期，但默克尔
仍强调了适时举办这一峰会
的重要性。她指出，越是在
世界局势纷乱、中美摩擦加
剧的时候，越要和中国构建
开放的、建设性的对话。

在今天全球化遭遇逆
流、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
头、民粹主义泛滥、特朗普
执意美国优先、新冠疫情重
创世界经济并为人类健康
带来巨大威胁、全球治理赤
字凸显的特殊时期，推动中
欧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显得迫切。

首先，中欧合作可以为
国际变局注入稳定性，给世

人重新带来信心;其次，中
欧加强合作，对有效复工复
产，重启经济，保持全球供
应链的完整，助力世界经济
早日恢复具有示范效应;第
三，中欧合作对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促进双方经济结构
转型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第
四，基于对多边主义的认
同，中欧合作可以有力促进
全球在气候治理、卫生健康
治理、安全治理等问题上取
得进展。

中欧双方领导人都将
2020 年内达成一项高水平
的中欧投资协定置于重要
的政治议程之上。该协定

已历经 7年 29轮谈判，议题
包括“市场准入”“对等开
放”“竞争中立”等。双方达
成一份高水平的投资协定，
对于加强“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实质合作具有重要
意义。

“ 智 者 求 同 ，愚 者 求
异。”中欧要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合作
共赢的态度去加强对话和
沟通，寻求利益最大公约
数，共享机遇，共迎挑战。
在这一基础上德国担任欧
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中欧
合作可期。

国际观察:
德国接棒欧盟 将对华关系视为核心任务

日前，一架中国自主
研发的运-20运输机首飞
俄罗斯。自新冠疫情暴发
以来，运-20 已多次出国
执行任务，先后向巴基斯
坦、泰国等国运送疫情防
控物资。

运-20 是我国自主研
发的新一代大型多用途运
输机，官方代号“鲲鹏”，
而因其机体外观宽大圆
润，网友为它起了个爱称

“胖妞”。在今年军队驰
援武汉战疫行动中，这个

“胖妞”飞机一下成了大
家热议的焦点。

现代战争交战地域日
益广阔，战争节奏日益加
快，世界各国都极力加强
本国军队的快速反应和远
程投送能力，在此形势
下，装备大型载重运输机
是各国军队迫切的需求。

此前运-20 总设计师
唐长红曾表示，该机最大
起飞重量为 220 吨，最大
装载重量为 66 吨。目前
运-20飞机装备的是俄罗
斯的 D-30KP-2 发动机，
未来会改用新一代国产大
型喷气式发动机涡扇 20
(WS-20)，这种发动机每
台提供的推力能达到 15
吨以上。

“胖妞”运-20成“网红”

6 月 29 日，在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工作人员为学生
测温。当日，吉林省吉林市城区初中一、二年级，小学四
至六年级复课。吉林市教育局要求各学校组织学生错
峰入校、放学、就餐和参加体育活动。

6月 29日拍摄的蓑羽鹤宝宝。
6 月 23 日，一只蓑羽鹤宝宝在江西省南

昌市高新区艾溪湖湿地公园破壳。考虑到
南方正值汛期，小鹤又很容易受到其他野
生动物的伤害，工作人员将小鹤进行了转
移保护。如今，6 天大的蓑羽鹤宝宝体重已
经达到了 101.5 克，工作人员将在小鹤长大
一些后择机放回蓑羽鹤父母身边。

据介绍，蓑羽鹤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在中国种群数量较少，在城市公园内自然
产卵孵化的案例非常少见。

印度首都新德里 6月 27日发布警告，要
求官员高度警惕沙漠蝗，缘由是这种迁徙
性害虫当天侵袭毗邻城市古尔冈。

新德里分管劳动和发展的市政官员戈
帕尔·拉伊在社交媒体“推特”张贴一份政
府告示，建议所有地区行政长官“保持高度
警惕”、预备应对蝗灾。告示写道，政府将
派人指导民众驱赶蝗虫，比如放鞭炮、“打
鼓或击打器皿制造高分贝声音，或者大声
播放音乐”。

数以百万计沙漠蝗 5 月初从邻国巴基
斯坦飞入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绵延 7 公
里。蝗虫群接着闯入 5个邦觅食。

奥姆·普拉卡什是印度农业部下属蝗
虫预警组织驻拉贾斯坦邦的植物保护官。
他本月初说，这批飞抵印度的蝗虫来自巴
基斯坦繁殖地。

沙漠蝗飞行和繁殖速度快，是全球最
危险的迁徙性害虫之一。成年沙漠蝗每日
飞行距离可达 150 公里。联合国人道主义
事务协调厅说，1平方公里蝗群一天可以吃
掉 3.5万人的口粮。

东非正在遭遇数十年来最严重蝗灾。
CNN报道，灭蝗最有效的方法是喷洒杀虫
剂，但新冠疫情导致非洲大陆蝗灾应对工
作放缓。

沙漠蝗侵袭邻城
新德里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