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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时讯

新华社香港10月16日电
外交部驻港公署16日发表声明
指出，美国一些政客罔顾事
实，颠倒黑白，执意通过所谓

“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案”等涉港议案，公然为反中
乱港分子撑腰打气，挑衅“一
国两制”原则底线，粗暴干预
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肆意践
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再次暴露其强盗嘴脸和霸
权本性，我们对此表示极度愤
慨和强烈谴责。

声明表示，美方一些政客

打着“人权与民主”的幌子，
居心叵测地破坏香港国际金
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色
厉内荏地恐吓止暴制乱的正义
人士、明目张胆地给香港极端
暴力分子“铺后路”。这坐实
了美方这些政客就是香港乱局
延宕至今的背后指使者、操纵
者，坐实了美方一些势力企图
在港制造“颜色革命”、打

“香港牌”，让香港继续乱下
去，趁火打劫，遏制中国发
展，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声明强调，这些美国政客

将自己摆在“法官”和“教师
爷”的位置上，对香港事务和
中国内政大放厥词，对中国中
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抹黑诋毁。
我们不禁要问：你们哪来的资
格和底气，对一个自由度和法
治排名均高于自己的别国地区
指手画脚？你们对美国内处置
示威活动充分授权、毫不手
软，对仅在2017年美警方就开
枪打死近千人的事实视而不
见、避而不谈，却对香港警方
极度克制执法、依法维护法治
横加指责，对香港社会迫切要

求止暴制乱、维护法治的主流
民意和强烈呼声充耳不闻，这
不是双重标准又是什么？

声明指出，香港回归以
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
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香
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
中心的地位不断巩固，香港同
胞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广
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是任
何不带偏见的人士都不会否认
的事实。香港今天的成就，是
以祖国内地为坚强后盾，由香
港市民发扬“狮子山精神”拼

搏奋斗出来的，从来没有也绝
不会靠任何外国恩赐施舍。任
何外部势力企图分裂中国都是
痴心妄想。任何外来威胁施
压，都吓不倒、更压不垮包括
750万香港同胞在内的 14亿中
国人民。

声明强调，我们敦促美有
关政客认清历史大势，悬崖勒
马，立即停止推进相关法案，停
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
政。我们再次正告美方政客：
打“香港牌”绝不会得逞，只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新华社香港10月16日电
（记者周文其）香港特区政府16
日表示，对于美国国会众议院
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
及另外两项有关香港的法案和
议案感到遗憾。特区政府发言
人强调，外国议会不应以任何
形式干预香港特区内部事务。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自
回归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一

直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
定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充分体现“一国两制”得到全
面、成功的落实。“一国两制”是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市民
安居乐业的最佳安排，特区政
府会继续坚定不移地按照香港
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过

去数月在香港发生了连串示威
及公众活动，部分活动最后演
变成暴力违法事件，使得地区
及民生设施遭受破坏，市民受
到伤害。对此，警方一直保持
克制，严格按照法律执法。警
方根据武力使用指引，在实际
可行的情况下，在使用武力前
发出警告，同时只使用适当的
武力。警方执法行动的目的是

为了保障市民的生命及财产安
全，将违法人士绳之于法，令社
会恢复秩序。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保
障人权和自由是特区政府的宪
制责任。香港基本法第四条指
出，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其他人
的权利和自由。同时，人权和
自由还受到《香港人权法案条

例》及其他法律的充分保障，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也
将继续有效。特区政府十分重
视、必定全力维护人权和自由。

对于政制发展，特区政府
会审时度势，按照香港基本法
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的相关解释和决定推动政制
发展。

平均每天至少摄入12种食物

上海首例地铁猥亵案宣判

“咸猪手”被告人获刑6个月

外交部驻港公署针对美众议院通过涉港议案发表声明

美方打“香港牌”绝不会得逞

香港特区政府对美众议院通过涉港法案表示遗憾

强调外国议会不应干涉香港事务

公安机关打击涉税犯罪“百城会战”

抓获犯罪嫌疑人3114名
打击涉税犯罪“百城会战”

开展以来，截至 9月底，全国公
安机关已立涉税案件 3132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3114名，初步
查证涉案金额434.3亿元。

这是记者从 15日在公安部
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涉税
犯罪“百城会战”视频推进会上
获悉的。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
在会上强调，税收安全是经济安
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打击涉
税犯罪，对维护税收安全和市场
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孟庆丰指出，“百城会
战”当前进入全面攻坚阶段，
要立足“战”字、贵在“会”

字，瞄准主攻方向、调整行动
节奏，确保会战成果最大化。
要打好歼灭战，充分发挥部、
省、市三级的优势作用，集中
斩断一批犯罪产业链条，集中
摧毁一批职业团伙勾连形成的
犯罪网络。要打好精准战，抓
住关键地域、关键行业、关键
环节，实施精准打击、推进综
合治理，力争“标本兼治”；要
开展涉税领域宏观战略研判，
坚决遏制行业性虚开犯罪高发
态势；要紧盯为涉税犯罪提供
服务的地下钱庄，坚决遏制严
重扰乱国家退税政策实施的骗
税犯罪。 新华

静安区法院 15日开庭审理
上海首例轨道交通内强制猥亵
入刑案件，当庭以强制猥亵罪判
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 6个
月。

今年 7月 1日 18时 23分至
18时 29分，王某某在轨交八号
线列车车厢内，紧贴坐在一名未
成年女性左侧，左手搭在自己右
臂并持续触摸该女子胸部等部
位。其间，该女子挪动座位以躲
避，王某某仍继续紧贴并触摸。
18时 31分许，王某某以同样方
法触摸另一名女子胸部，被女子
察觉质问，王某某在逃跑途中被
扭送至公安机关。8月26日，王
某某因涉嫌强制猥亵罪被批捕。

法院认为，王某某利用地铁
车厢相对拥挤、不易察觉、较难
避让的客观条件，以及被害女性
当众羞于反抗的心理特点，违背
妇女意愿，先后对两名女性强行
实施摸胸等猥亵行为，其中一名

为未成年女性，其行为已构成强
制猥亵罪。被告人的行为还在
一定程度上扰乱轨道交通正常
秩序，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被
告人王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
罪事实，依法且认罪认罚，可从
轻处罚。综上，对王某某作出上
述判决。

本案主审法官、静安法院副
院长丁德宏表示，地铁“咸猪手”
案往往取证困难，很难认定犯罪
行为，上海没有地铁猥亵入刑先
例。本案中，王某某强制猥亵的
情节充分，证据确凿，可以定
罪。“监控显示，王某某对多名女
性实施了猥亵行为，持续时间比
较长。在被害人不断躲避的情
况下，王某某仍持续接近和靠
近，强制猥亵的表现比较充分。”
丁德宏指出，有一位被害人勇敢
地站了出来，指认王某某的猥亵
行为，并追出车门，协助公安机
关将其当场抓获。 解放日报

营养不平衡或缺乏某种维生素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

3亿中国人面临隐性饥饿困扰
饥饿，离我们越来越远还

是越来越近？10月16日，是
第39个世界粮食日，今年的主
题是“行动造就未来 健康饮食
实现零饥饿”。这是世界粮食
日的主题首次将饥饿问题与健
康饮食联系在一起。

“零饥饿”不仅要应对饥
饿，还要保证人体获得充足的
营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资料显示，全球约有20亿人正
遭受隐性饥饿的困扰，中国隐
性饥饿的人口达3个亿。

“在我们那个年代，最重要
的问题就是吃饱。现在吃饱已
经不是主要问题了，但是很多
人依然面临着‘隐性饥饿’的问
题。”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
说。

什么是隐性饥饿？
人体保持健康不仅需要碳

水化合物、脂类、蛋白质等大
量营养素，还需要铁、锌、
硒、碘等16种矿物元素，以及
维生素 A、维生素 E、叶酸等
13种维生素。

隐性饥饿，就是由于营养
不平衡或者缺乏某种维生素及
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同时在其

他营养成分上过度摄入，从而
产生隐蔽性营养需求的饥饿症
状。患有此类症状的个体可以
呈现出健康的身体形态，而不
是类似营养不良患者减重、消
瘦的体态。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将
这一现象称为“隐性饥饿”。

“现在的年轻人或许没有
体会过挨饿，但是营养过剩、营
养不均衡等新问题也逐渐显现
了出来。”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
风表示。

“我国是世界上面临隐性
饥饿严峻挑战的国家之一。”中
国作物营养强化项目常务副主
任张春义介绍，我国缺铁引起

的贫血症患病儿童比例很高，
由于缺乏锌、维生素A或其他
微量元素而导致的隐性饥饿也
在不断蔓延。

在最重视补充营养的孕妇
群体也存在隐性饥饿现象。一
些沿海地区的孕妇认为自己不
会缺碘，所以刻意购买无碘
盐。而调查显示，最缺碘的群

体反而是沿海地区的孕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

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表示，
常见的隐性饥饿包括缺钙、缺
铁、缺锌、缺乏各种维生素等。
研究发现，大约有70%的慢性疾
病与隐性饥饿有关，人每天需
要通过食物摄入40多种营养素
来满足身体的需要。

什么是隐性饥饿

我国面临隐性饥饿严峻挑战

“营养补充剂是解决隐性
饥饿的办法之一，但相比之
下，通过粮食补充营养更经
济，降低营养密集食物的价格
应该被列为优先政策。”国际
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樊胜根表
示。

“比如，高叶酸的甜糯鲜
食玉米，单个玉米穗叶酸含量
约为 200微克，每天食用 2根
就可满足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每日叶酸需求量标准。”张春
义说。

何丽介绍，过多摄取热量、

脂肪、精白淀粉、食盐等不合理
的饮食习惯是诱发各种慢性病
的主要原因。中国营养学会发
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
议，平均每天需至少摄入 12种
食物，每周至少25种。

科技日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
师朱利安尼 15日说，他不会服
从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发放的
传票，也不会配合针对特朗普
的弹劾调查。

朱利安尼当天在社交媒体
上称，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非法、违宪且没有根据”，他
将不会参加。此外，朱利安尼
还分享一封律师信，信中称，
传票要求他提交的文件受律师
委托人保密协议、总统行政特
权等的保护。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
夫当天傍晚在国会山举行记者
会时说，特朗普政府正全面阻
挠弹劾调查。一同出席记者会
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众
议院启动弹劾调查不需要全院
表决授权，目前也没有计划举
行全院投票。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等 9月
30日向朱利安尼发传票，要求

他在10月15日之前提交特朗普
“电话门”事件的有关文件，以
配合众议院针对特朗普的弹劾
调查。希夫等此前致信朱利安
尼说，如果他未能或拒绝服从
传票，相关行为将构成妨碍众
议院弹劾调查的证据。

特朗普因“电话门”事件
正面临弹劾调查，朱利安尼被
视为关键人物，成为众议院民
主党人的重点取证对象。

8月，美国一名情报界人
士匿名检举特朗普同乌克兰总
统泽连斯基 7月通话时要求对
方调查前美国副总统、民主党
总统竞选人拜登及其儿子亨
特，白宫还采取一些措施“封
锁”两人通话内容记录。这一

“电话门”事件震动美国朝野。
朱利安尼曾担任联邦检察

官和纽约市市长，他于去年 4
月加入特朗普私人律师团队。

新华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政治代
表机构 15日发表声明说，土耳
其在叙利亚北部进行的军事行
动已造成当地超过 27.5万名平
民流离失所，其中包括约 7万
名儿童。

声明说，流离失所者主要
来自叙东北部哈塞克省和北部
拉卡省。由于缺乏人道主义援
助且大部分人道救援组织已停
止在当地活动，大量流离失所
者只能露宿街头或被暂时安置
在学校。此外，由于冲突地区
大部分医疗机构停止运作，许
多病人和伤者得不到及时治
疗。

声明呼吁联合国、阿拉伯
国家联盟、欧洲联盟等迅速采
取行动，提供医疗和物资援
助，避免当地人道主义局势进
一步恶化。

据叙利亚通讯社 15 日报

道，土耳其军队当天在拉卡省
艾因伊萨市北部一个村庄“打
击”一辆载有平民的汽车，造
成 2名平民死亡。报道未说明
具体打击方式。

据叙通社报道，土耳其军
队及其支持的叙反对派武装 15
日对哈塞克省的泰勒塔姆尔、
拉斯艾因等城镇周边地区进行
数小时的炮击和空袭，并在拉
斯艾因北部、东部地区与叙库
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
军”发生激烈冲突。土军占领
了部分村镇，当地居民大量出
逃。

土耳其长期以来将叙北部
库尔德武装视为恐怖组织。本
月 9日，土耳其军队进入叙利
亚北部，对库尔德武装展开军
事行动。叙利亚对此予以谴
责，并表示将采取一切合法手
段进行抗击。 新华

美国航天局 15日发布消息
说，两名美国女宇航员本周将
在国际空间站外进行太空行
走，这将成为空间站历史上第
一次全女性太空行走。

美国女宇航员克里斯蒂娜·
科赫和杰西卡·梅尔将于 17日
或 18日早上出舱，修复空间站
电池充电器故障。

今年 3月底，美航天局就
曾计划实施空间站首次全女性
太空行走任务，由科赫和目前
已返回地球的安妮·麦克莱恩执
行，但由于当时未能为麦克莱
恩准备好合身的中号硬质宇航
服上衣，改由男宇航员尼克·黑
格和科赫出舱行走。

美航天局发言人斯特凡妮·
席尔霍尔茨此前在推特上回应
美航天局涉嫌性别歧视时解释
说，麦克莱恩当时在太空行走
前才发现中号更为合适。尽管
当时空间站还有一套中号上

衣，但来不及进行拼装，只能
临时换人。

据介绍，宇航服硬质上衣
有 3种型号，而下身、小臂、
腰部和靴子各有多种型号，拼
装最长花费 12小时，通常在地
面完成。美航天局表示，目前
已拼装好两件上衣为中号的合
身宇航服，可供科赫和梅尔使
用。

本次全女性太空行走原计
划 21日进行，由两名宇航员继
续为空间站更换电池，但美航
天局15日称，11日电池充电器
发生故障，导致已安装好的锂
电池无法使用，因此科赫和梅
尔将提前出舱，承担更换故障
组件的新任务。

据介绍，迄今共有 227名
太空行走者，其中只有 14名女
性，即将进行第一次太空行走
的梅尔将成为第 15名女性太空
行走者。 新华

拒绝传票
特朗普私人律师表示不会配合弹劾调查

露宿街头
叙库尔德武装说土军事行动造成 27万多人
流离失所

准备就绪
国际空间站上将进行首次全女性太空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