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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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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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美国侵犯人权状况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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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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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
说，他将下令美国停飞波
音 737 MAX 8 和 737
MAX 9型飞机。美国联邦
航空局随后发表了暂时停
飞737 MAX型号飞机的声
明。

根据这一声明，联邦航
空局的这一决定基于最新收
集的证据以及当天上午获
得的“经过最新处理的卫
星数据”。在对埃塞俄比亚
航空公司空难进行进一步调
查期间，该禁飞令将维持有
效。

美国波音公司同一天发
表声明说，该公司仍对
737 MAX型飞机的安全性
有“充分信心”，但在与联
邦航空局等航空监管机构协

商后，为谨慎起见，公司决定
建议联邦航空局暂停所有737
MAX型飞机的运行。

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
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8
型客机发生坠机事故，这是继
去年10月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
公司空难事故之后，该型号飞
机发生的第二起空难。随后，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等多国航
空公司纷纷对波音737 MAX
系列飞机采取停飞等限制性措
施。

美国联邦航空局代理局长
丹尼尔·埃尔韦尔12日表示，
该机构的评估没有显示出涉事
型号系列客机有系统性性能问
题，因此没有理由停飞该型号
系列飞机。这引起美国客机乘
客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方面
不满。

加拿大交通部长马克·加
尔诺13日也宣布停飞加拿大所
有41架波音737 MAX型号飞
机，并禁止该型号飞机飞越加
拿大领空。

美国加拿大停飞波音737 MAX
该决定基于最新收集的证据

图为3月13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国际机场停放的波音737 MAX型号飞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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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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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分析：

波音737 MAX停飞背后
行业自我认证令人担忧

据新华社 利物浦与巴塞罗
那成为最后两支晋级本赛季欧冠
联赛八强的球队。两队首回合对
决均战成0:0，此役，马内独中
两元，帮助利物浦客场以3:1击
败拜仁慕尼黑。阿根廷球星梅西
表现更加耀眼，贡献两射两传，
坐镇诺坎普球场的巴塞罗那以
5:1大胜里昂。

托特纳姆热刺、曼联、曼城
和利物浦携手晋级，英超球队自
2008~2009赛季以来首次占据
欧冠八强半壁江山。拜仁慕尼黑
则在2011年后首次被挡在八强
大门之外。

做客安联球场的利物浦开局
不顺，队长亨德森第13分钟就
因伤被法比尼奥替换下场。早早
折损大将的“红军”在第26分
钟首开记录，中后卫范迪克送出
长传，马内得球后倚住拉菲尼
亚，又晃过出击的门将诺伊尔，
转身左脚挑射破门。拜仁第39
分钟扳平比分，格纳布里右侧下
底传中，利物浦后卫马蒂普在莱
万多夫斯基的干扰下自摆乌龙。
第69分钟，米尔纳开出角球，
范迪克禁区内高高跃起，力压防
守球员将球砸入球网，利物浦再
度超出比分。第84分钟，萨拉

赫外脚背送出助攻，马内轻松头
球破门，他用本场第二粒进球终
结了对决悬念。

在巴萨与里昂的比赛中，巴
萨前锋苏亚雷斯成为上半场最活
跃的球员，第18分钟，他在禁
区内被德纳耶尔绊倒，梅西奉献

“勺子”点球打破僵局。第31分
钟，苏亚雷斯利用出色的盘带能
力骗过防守球员，横敲给库蒂尼
奥，后者轻松推射空门得手。图
萨尔第58分钟的进球一度让里
昂看到翻盘希望，正当他们寻求
扳平比分之际，巴萨用8分钟里
的3粒进球粉碎了他们的希望，
引领进攻的自然是梅西。

第78分钟，梅西连续晃过
防守球员后打门，尽管里昂替补
门将戈尔格林触碰到皮球，但未
能阻止其钻入网窝。3分钟后，
巴萨打出快速反击，梅西将球送
至左侧，皮克跟进捅射破门。第
86分钟，登贝莱接到梅西传球
后推射命中目标。一场大胜过
后，巴萨连续第12个赛季闯入
欧冠四分之一决赛。

晋级本赛季欧冠八强的另外
3支球队是阿贾克斯、波尔图与
尤文图斯。四分之一决赛抽签仪
式将于15日举行。

利物浦和巴萨晋级
欧冠联赛八强全部出炉

安特威自主研发智慧交易平台
（上接01版）主要生产球阀、蝶
阀、闸阀、止回阀、旋塞阀、柱塞
阀、调节阀、盘阀、迷宫阀等产品，
这些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炼油、天
然气、石油、电力、水务、化工、建
筑、造纸、管线输送等领域。

走进企业，“等待就是死亡”
六个大字格外显眼。严启斌告诉
记者，“等待就是死亡”这条警语
让企业始终保持压力和紧迫感，
正是这种紧迫感，让企业发展进
入快车道。前年，安特威的销售额
还在1亿元左右徘徊，2018年，
企业的销售额突破了3亿元，今
年预计能够突破7亿元，销售额
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

2015年，安特威开始酝酿
自主研发C2M智慧交易平台。

“质量是我们企业的生命，只有
做到实时可控，才能突破发展瓶
颈。”严启斌说，近年来，C2M
智慧交易平台一直处于不断完善
的阶段，陆续连接了开放平台、
物供平台、电子商城、数字化交
付系统、选型报价软件、实时质
量控制系统、制造操作系统等
10余套系统，将客户、工人、

工厂各部门 （销售、商务、研
发、采购、生产）、供应商等全
部连接到一整套系统当中，目前
已经全流程贯通，并正式启用，
用户的体验度不断攀升。

2018年11月，安特威召开
了智能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客
户现场随机下单了一款阀门，
50分钟后，这款阀门就被送到
了客户眼前，扫一扫阀门上的二
维码，参数、生产时间等数据都
清晰可见，现场的嘉宾纷纷为安
特威点赞。

作为高端工业阀门设计及制
造领域的领导者，安特威的生产
效率不断提升，对产品的严苛态
度一直都没有改变。在安特威，
诚信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
种工作态度和生活方式。

“特别是在研发了C2M智慧
交易平台后，我们的每一道工序
背后，都要经过系统测试和人工
测试两道环节，确保产品质量的
稳定性。”严启斌说，2019年，
安特威将进一步完善系统，打造
互联工厂，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到
C2M智慧交易平台带来的便利。

吴江农商银行获准
更名为苏州农商银行

（上接 01 版） 2016年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60多年发展历
程，吴江农商银行始终坚持支农
支小市场定位，在助力地方经
济、服务本地民生的过程中同步
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根据该行
发布的2018年业绩快报显示，
全行注册资本14.48亿元，总资
产 1167.82 亿 元 ， 存 款 余 额
827.48亿元，营业收入31.50亿
元，归母净利润8.02亿元。目
前全行有分行、支行、分理处各
类营业网点90家，集中在苏州
区域，并在江苏徐州、宿迁、连
云港、泰州、镇江和安徽宣城、湖

北赤壁等地设有13家异地支行，
在江苏靖江、湖北嘉鱼发起设立
2家村镇银行，投资入股射阳、东
台、如皋、启东4家农商银行。

目前，该行正积极筹备正式
挂牌的各项准备工作。银行相关
负责人介绍，更名为苏州农商银
行后，该行将继续秉承“以客户
为中心”的理念，牢记使命担
当，聚焦主责主业，坚守服务三
农、服务实体经济的市场定位，
加快转型，不断创新，深入推进
乡村振兴，切实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以更优的业绩、更好的服务回
报客户、回报股东、回馈社会。

梅西破门瞬间梅西破门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