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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纵横

新华社莫斯科11月20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20日在给“纽伦堡教训”论坛的致辞中强调纽伦

堡审判的重要意义，指出企图恢复或美化纳粹主

义的行为是可耻的。

普京表示，苏联人民抵御了纳粹攻击，通过

巨大牺牲取得了胜利。对于纳粹分子的罪行，没

有已过追诉时效之说。

普京说，纽伦堡审判对维护历史真相具有重

要意义。时至今日，它仍然是进行建设性对话的

坚实可靠基础，遗忘或破坏它都是对全球安全的

打击。

“纽伦堡教训”论坛20日至21日在莫斯科举

行。来自欧美、亚洲等地区的历史学家、政治家、

律师及博物馆档案管理人员等以在线形式就纽

伦堡审判展开讨论。

1945年11月20日，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

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国际军事

法庭，开始清算德国法西斯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

行。包括纳粹政权二号人物、纳粹德国空军元帅

戈林在内的24名主要战犯受审，其中10人被送

上绞刑架。

普京呼吁
勿忘纽伦堡审判

社会广角

11月20日晚，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成

果之一是通过了《2040年亚太经

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

“本次会议在APEC合作中具

有标志性意义。”商务部国际司副

司长杨正伟在对会议成果解读时

表示，这一新愿景将为亚太经济

增长提供新动能。

开启2020年后的合作愿景，

以代替将于今年年底到期的茂物

目标，是本次会议的一大重要成

果。

茂物目标于1994年在印度尼

西亚茂物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期间提出，旨在确立发

达经济体成员、发展中经济体成

员分别在2010年、2020年实现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

“会议宣布达成茂物目标。”

杨正伟介绍，茂物目标实施26年

来，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具体来

说：

——贸易投资高速增长，贸

易额增长5倍，年均增速6.7%；双

向投资增长12倍，年均增速超过

10%。

——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大幅

提升，区域平均关税水平从13.9%

减少到5.2%，贸易成本和时间大

幅下降。

——一体化程度显著提高，

自由贸易协定数量增长近8倍，孕

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等覆盖面广、水平高的大

型自贸协定。

杨正伟强调，中国在实现茂

物目标中贡献巨大，平均关税水

平从23.6%下降到7.5%，服务贸

易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外资准入

门槛不断降低，中国还提供了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贸易促进的

国际公共产品。

新愿景从贸易和投资，创新

和数字化，强劲、平衡、安全、可持

续和包容增长等方面作出安排。

杨正伟介绍亮点如下：

在贸易投资方面，APEC将构

建自由、开放、公平的贸易和投资

环境，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

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成全面和

高标准亚太自贸区。

在数字经济方面，APEC将推

动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推动亚太人民和工商界更好参与

甚至引领数字时代的全球经济发

展。

在促进经济包容性方面，

APEC将致力于促进中小企业、妇

女参与经济，让经济发展更具可

持续性和韧性。

“新愿景延续了茂物目标精

神，作出支持多边贸易体制长

期承诺，展现了坚定推动区域

一体化的决心，抓住了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的时代特征，将为

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杨

正伟说。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

中国将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

拓合作共赢新局面。“这必将为实

施新愿景做出积极贡献。”杨正伟

说。 （新华）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解读《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

新愿景将为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
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社保
卡持卡人数已达到13.29亿人，
覆盖我国94.9%的人口。每5位
持卡人中已有1人同时申领电子
社保卡，电子社保卡申领总数已
突破3亿张。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通过电子社保卡，可以在网上办
理社保关系转移、养老金测算、
境外社保免缴、失业登记、失业
保险待遇申领等40项全国性社
保服务。此外，电子社保卡的移
动支付功能，已在27省的224个
地市支持就医购药扫码结算，在
22个城市开通银联乘车码，市民
可以用电子社保卡扫码乘车。

（新华）

我国电子社保卡
申领超3亿张

11月20日，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一处公

墓，当地民众安葬在纳卡冲突中阵亡的士兵。

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领导人11

月9日签署声明，宣布纳卡地区从莫斯科时间10

日零时（北京时间10日5时）起完全停火。根据

该声明，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将交换战俘、其他

关押人员和遇难者遗体，俄将在纳卡地区部署维

和部队。 （新华）

严厉批驳“五眼联盟”国家发表涉港声明
新华社惠灵顿11月21日电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发言人21日

表示，近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新西兰、英国（“五眼联盟”）外

长发表联合声明，公然对中国香港

事务横加干涉、无端指责，严重违

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

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香港是中国的

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

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预。中国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香港特

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

决定，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

制度体系、落实香港基本法和香

港国安法等有关规定的必然要

求，也是维护香港法治和特区宪

制秩序的必要之举。公职人员，

特别是掌握立法权的议员拥护本

国宪制性法律、效忠祖国，是各国

基本政治伦理。没有哪个国家会

对背叛祖国、违背誓言、寻求外国

或境外势力干预、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听之任之。

发言人还表示，个别国家罔

顾法理与事实，一再借《中英联合

声明》指责中国违反国际义务，是

完全错误的。香港回归祖国后，

英国对香港事务没有任何监督的

权利，无权借《中英联合声明》干

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所谓

“五眼联盟”及其成员毫无资格和

理由对中国香港事务指手画脚。

发言人最后表示，我们敦促所

谓“五眼联盟”及其成员恪守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要一错

再错，同恶相济。也希望有关国家

坚持独立外交政策，维护双边关系

政治基础，不做伤害友好的坏事，

多做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好事。

香港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关闭派对场所并禁止餐饮及夜总会现场表演

新华社香港11月21日电 香

港特区政府21日公布，香港近期

新冠肺炎疫情有上升趋势，特区

政府将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

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希望市民全面支持和配合。

进一步收紧的措施包括在餐

饮场所及夜店或夜总会内不得进

行现场表演活动，所有供租用举

行社交聚会的场所（一般称为派

对房间）必须关闭。这些措施将

于2020年11月22日至11月26日

期间内生效。相关场所负责人一

旦违反第599F章的法定规定即属

触犯刑事罪行，最高可被罚款

50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

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发言

人表示，近日感染源头不明的本

地确诊病例数字有上升趋势，社

区有持续的隐性传播链。特区政

府已于11月14日宣布一系列收紧

社交距离的措施，根据最新的公

共卫生风险评估，特区政府决定

进一步收紧已经实施的社交距离

措施。

根据《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定

及指示）（业务及处所）规例》（第

599F章）下的指示及指明刊宪，进

一步收紧的措施将于11月22日

零时零分起生效。11月14日宣

布的措施，包括群组聚集及佩戴

口罩的要求，仍然生效至11月26

日。

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上发文

表示，特区政府已要求相关部门

针对高危人士实施强制检测，并

推出方便其他市民自愿接受检测

的措施，包括增加派发病毒检测

样本收集瓶的地点等。

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有

决心遏止疫情，但需要市民的全

面支持和配合，如尽量避免一些

有紧密接触、不佩戴口罩的社交

活动。

为纪念钱钟书诞辰110周
年，一部由钱钟书选定、杨绛抄
录的唐诗手稿，经人民文学出版
社整理排印成书，21日正式发
布。

钱钟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
究方面著述丰赡，其中《宋诗选
注》一书出版发行60余年，是受
到学术界赞誉和大众读者好评
的经典选本。作为品读唐诗和
书法习字的“日课”，自20世纪80
年代起，钱杨伉俪以《全唐诗》为
底本，进行唐诗选录，最终形成
了“钱选杨抄”的“全唐诗录”九
册手稿，在尘封数十年后得以正
式出版。专家认为，《钱钟书选
唐诗》充分体现了钱选唐诗的主
观立场和独特视角，是相关领域
研究的重要文献。 （新华）

纪念钱钟书诞辰110周年
《钱钟书选唐诗》出版

11月21日，游客在北京慕田
峪长城冒雪游玩。当日，北京迎
来降雪。 （新华）

11月21日，演员在活动现场表演晋江木偶剧团的传统小戏《掌上情缘》。
当日，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0两岸青少年木偶传承研学营”活动在福建省福州市正式启动。活动中研学营的小学生和非遗项目

大师们运用“研学+”的形式，线上互动交流，线下主题研学，体验非遗项目的文化魅力。 （新华）

福建：
体验非遗文化
传承传统技艺

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政
府办公厅日前联合印发《湖南省
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的通知，
要求全省各地对照清单，认真抓
好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工作，营
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生态环境。

记者看到，减负清单包括：
未经县级以上党委批准，不得组
织全域性的进校实地督查检查
考核活动；不得以调研指导、强
化监督、专项行动、一票否决等
方式，变相开展督查检查评比考
核；未经县级以上教育部门同
意，不得开展各种“小手牵大手”
活动，不得要求教师参加各类社
会性评比、知识竞赛、文艺汇演、
主题征文、问卷调查、网络投票
等活动等。

湖南省委、省政府将对涉及
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
比考核事项进行一次集中清
理。 （新华）

湖南发布
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

农业农村部发布“十三五”农业科技标志性成果
新华社南京11月21日电 农

业农村部日前总结并发布了超级

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等10项“十

三五”期间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农业科

技标志性成果。

20日，在江苏南京举行的

2020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高峰

论坛上，农业农村部发布了这10

项成果：水稻基因组学研究及应

用国际领先、超级稻亩产突破

1000公斤、H7N9禽流感疫苗研发

成功并大规模应用、转基因玉米

和大豆新品种培育成功、猪病毒

性腹泻三联活疫苗研发成功并应

用、冬小麦节水新品种与配套技

术集成应用、玉米籽粒机收新品

种及配套技术体系集成应用、黄

瓜番茄白菜等蔬菜基因组学研究

利用国际领先、油菜生产全程机

械化取得重大进展、寒地早粳稻

优质高产多抗龙粳系列新品种国

际领先。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在

论坛上说，“十三五”期间，我国通

过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

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大批标志性

重大科技成果，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突破60%，主要农作物耕种

收机械化水平超过70%，支撑保

障粮食产量5年保持1.5万亿斤

以上的水平，为农业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做出了巨

大贡献。

张桃林提出，“十四五”时期

农业农村科技要加强原始创新和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农业基

础研究和前瞻布局，聚焦农业“卡

脖子”技术，持续加强系统创新，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加

快转化应用，打造一批科企融合

创新联合体和产业技术创新应用

示范样板，建设好现代农业产业

科技创新中心。

世贸组织：全球货物贸易三季度强劲反弹
新华社日内瓦11月20日电

世界贸易组织20日发布报告说，

受出口订单快速增长拉动，今年

第三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强劲反

弹，但未来这一增长趋势能否持

续仍存在不确定性。

世贸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一

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显示，

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达100.7，

相较于8月发布的84.5有大幅提

升。

世贸组织强调，目前全球贸

易局势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随

着欧洲和北美地区疫情反弹，多

国再次出台封锁措施，可能引发

新一轮企业关门或陷入财务困

境。

10月，世贸组织曾预测，今年

全球货物贸易量将萎缩9.2%，明

年将增长7.2%，但贸易规模将远

低于疫情前水平。

根据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

的编制规则，数值100为其基准

点。如果某一季度的指数读数为

100，意味着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符

合中期趋势预期。指数大于100

表示该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

于预期水平，反之则显示全球货

物贸易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世贸组织2016年7月首次发

布全球贸易景气指数，通过采集

主要经济体的贸易统计数据，就

当前世界贸易的短期发展走向提

供早期信号，为贸易政策制定者

和工商界提供更为及时的国际贸

易信息。

自2019年9月，世贸组织开始

分别发布《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

和《服务贸易晴雨表》报告，替代

此前的全球贸易景气指数报告。

（上接一版）第一，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应该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原则，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支持联合国更有

效地凝聚全球共识，动员全球资源，协调全球行动，发挥更

大作用。

第二，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架构。要坚定维护多边

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维护

公平竞争。继续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筑牢全球金融安全

网，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第三，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携手打造开放、公平、

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中方提出了《全球数据安

全倡议》，愿同各方探讨并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中方

倡议适时召开人工智能专题会议，推动落实二十国集团人

工智能原则，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以开放和包容

方式探讨制定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和原则。

第四，提高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要加强世界卫生

组织作用，推进全球疾病大流行防范应对，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以明年联合国第二十六次气候变化缔约方

大会和第十五次《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为契机，加

大生态环境领域国际合作。中方呼吁全面禁止非法交易

野生动物。

习近平指出，中国将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坚定贯彻

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这将为各国带来更多

机遇。中国将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

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方愿同所有国家在相互尊

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以对话弥合分

歧，以谈判化解争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共同努力。

习近平最后强调，“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春。”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必将如凤凰涅槃、焕发新生。让

我们携手努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共同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峰会由今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沙特国王萨勒曼主

持。二十国集团成员领导人、嘉宾国领导人及有关国际组

织负责人与会。

领导人普遍积极评价今年3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

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以来国际抗疫合作取得的进展，强调面

对疫情，加强团结合作至关重要，二十国集团应在国际抗

疫和复苏经济方面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加强疫苗国际合

作，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重要协调作用。在防控疫情同

时推进复工复产，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安全。继续实施二

十国集团缓债倡议。维护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支持世界贸

易组织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共同营造开放、公平和非

歧视环境。加强数字经济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推动后

疫情时代世界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发展。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