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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万和府业主：
由安庆市晓城置业开发有限

公司开发的迎江区规划支路万和
府 小 区 已 通 过 竣 工 验 收 ，将 于
2022年 6月 25日起正式办理交房
手续，请各位业主于 2022 年 6 月

25日—2022年 6月26日前来办理
入住手续，逾期则视为自动收房。

咨询电话：0556-5572277。

安庆市晓城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8日

交 房 公 告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 （记者
谢希瑶 陈斌杰 陈俊侠）记者17日
从商务部获悉，世界贸易组织第12届
部长级会议（MC12）于12日至17日在
瑞士日内瓦成功举行，会议取得多项
成果。商务部表示，在全球动荡时
期、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的
困难时刻，MC12 的成功标志着多边
主义一次关键而重要的胜利，充分
展示了世贸组织成员的团结协作和
共克时艰的决心，进一步提振国际
社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为应
对全球挑战、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一股
强劲暖流。

据介绍，会期由原定的四天延长
至六天，经过多轮密集谈判和成员各
方激烈交锋，最终取得“1+4”成果。

“1”即发布 《MC12成果文件》，各方
重申加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
易体制，推进世贸组织必要改革。

“4”包括：一是《关于〈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协定〉 的部长决定》 和
《关于世贸组织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和未
来疫情应对准备的部长宣言》，帮助发
展中成员提高新冠肺炎疫苗的可及性
和可负担性，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推动疫后经济复苏；二是
《渔业补贴协定》，这是世贸组织过去

9年达成的首份多边协定，为实现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重要
贡献；三是《关于紧急应对粮食安全
问题的部长宣言》和《关于世界粮食
计划署购粮免除出口禁止或限制的部
长决定》，维护自由开放的农产品贸易
环境，增强全球粮食和农业市场的韧
性；四是 《关于电子商务的工作计
划》，将电子传输临时免征关税的做法
延续到下一届部长级会议。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率团出席会
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中国
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大使李成钢参
加。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全程参

与各议题磋商，推动相关议题达成
协议。中国代表团的积极态度、专
业素养和建设性作用，得到了世贸组
织总干事伊维拉和与会各方的高度评
价和认可。

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12日
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本次大会原定于
15日闭幕，为推动各成员就相关议题
达成一致，主办方特意将会期延长。

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是世贸组织
的最高决策权力机构，一般每两年举
行一次。此次部长级会议由世贸组织
和哈萨克斯坦联合主办，是时隔四年
半世贸组织再次召开部长级会议。

多边主义一次关键而重要的胜利

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取得多项成果

新 华 社 伦 敦 6 月 16 日 电 （记
者 郭爽） 在 16 日发布的 2022 自然
指数年度榜单中，中国机构科研产
出大幅增加，有 4 家中国机构入榜
全球 10强。

自然指数由国际知名科技出版机
构“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下属机
构编制并定期发布，它追踪发表在82
本高质量期刊上的科研论文，根据有
关机构、国家或地区所发表论文的数
量和比例等，反映全球高质量科研产
出及合作情况。

根据自然指数的关键指标“贡献
份额”，中国科学院在自然指数机构排
行中继续位居榜首，其份额是排名第

二的美国哈佛大学的两倍多。中国科
学院大学由第13位跃升至第8位，首
次跻身机构榜单全球10强，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跃升两位至第9位，北京大
学跃升两位至第10位。

全球机构 10强中居于第3至 7位
的分别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协会、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美国斯坦福大
学、亥姆霍兹德国研究中心协会、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

此外，自然指数年度榜单还列出
了2020至 2021年上升最快的50家机
构。中国机构在该榜单也居于首要地
位。上升最快的前31家机构均来自中
国，50家机构中只有10家来自中国以

外。这与2021年的榜单相比有显著变
化，当时上升最快的前10家机构中，
中国仅占两席。

在国家和地区榜单中，美国保持
第一，但其2021年科研产出较上一年
下降6.2%，是前十名中降幅最大的国
家，也是该国 2017 年以来的最大降
幅。中国位居第二，2021年科研产出
增长14.4%，是前十名中涨幅最大的国
家。位居第 3 至第 10 的国家是德国、
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韩国、
瑞士和澳大利亚。

2022 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是基于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的自
然指数数据。研究人员指出，这一最

新结果可能表明中国政府对科学的长
期投入正在开始取得成果。专家指
出，中国突出的科学表现可能在未来
几年持续下去。

自然指数创始人戴维·斯温班克斯
在一份声明中说：“自然指数年度榜单
表明，中国通过其大型、现已发展成
熟的机构的科研投入，正在自然科学
领域产生持续不断的研究成果。2021
年，中国研发投入已占 GDP 的 2.4%，
显示了中国对该领域的承诺。今年，
中国资金投入对于科研增长产生的影
响更为突出，尤其是与我们在德国、
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其他国家所看到
的变化相比。”

4家中国机构名列自然指数年度榜单全球10强

中国机构科研产出大幅增加

近来，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恶行
再次成为关注热点。多份报告显示，在

“斯诺登事件”激起国际社会公愤之后，
美国仍不知收敛，对外大肆窃听他国信
息，对内也肆无忌惮窥探公民隐私。这
个变本加厉的“黑客帝国”已成为全球
网络安全领域的一大威胁。

在国际上，一份新发布的网络安
全报告披露了美国对多国进行网络
攻击和窃听窃密的大量证据。如美
国国家安全局曾在 30 天内远程窃取
了970亿条全球互联网数据和1240亿
条电话数据。

网络安全企业360提供的报告显
示，美国国家安全局曾通过其下属的

“接入技术行动处”等机构，使用被称为
“量子”的网络攻击武器平台等工具，对
包括盟友在内的多个国家、石油输出国
组织、“东南亚-中东-西欧4”光纤通信
系统等目标实施了攻击和窃密等。

这不过是美国在网络空间恶行的
新证据。被广泛认为开启了网络战时
代的“震网”病毒，据媒体报道就是
由美国开发。2010年，伊朗纳坦兹核
设施电脑网络遭“震网”病毒攻击，
大量铀浓缩离心机瘫痪。

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让国际
社会得以一窥美国“黑客帝国”真面
目。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曝
光美国政府广泛进行网络监听，连自
己的盟国都不放过。此后，一些西方
国家媒体也纷纷揭批“盟友”美国的
行径：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说超过
5亿条德国电话和互联网数据被美国
国家安全局窃取，法国《世界报》则
报道了法国境内约7000万条电话数据
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取的情况……

尽管各国舆论一致谴责，但美国
并未收手，反而变本加厉。就在去
年，欧洲媒体又曝光美国监听欧洲多

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法国总统马克
龙和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当时要求美
国就此做出解释。马克龙说：“如果这
一消息是准确的，这在盟国之间是不
可接受的。”

中国是美国发起网络攻击的主要
目标之一。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
网站去年发布的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
综述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捕获计算
机恶意程序样本数量超过4200万个，
其中境外恶意程序主要来自美国，占
比达53.1%。

在美国国内，民众隐私也被肆意
践踏。就在今年4月，美国国家情报
总监办公室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过
去一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没有搜查
令的情况下，对美国民众的电子数据
进行了多达340万次的搜查。

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是如此行事。
今年2月《纽约时报》报道称，根据

最新解密的联邦参议员信函，中央情
报局长年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搜集大
量数据，侵犯美国民众隐私。有参议
员抱怨说，中情局从未向美参议院情
报委员会透露这些情报搜集活动，这
些隐蔽的活动颠覆了美国民众对近年
来颁布的一些立法的理解，这些立法
限制、甚至禁止情报机关在没有授权
的情况下搜集民众相关信息。

美国对内对外大肆窃听监视的目
的是什么？西班牙《国家报》网站曾
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试图通过控制
全球信息来“扭转不可避免的颓势”。
通过监听整个世界来精确跟踪民众的
思想动态，正成为美国在全球竞争中
最重要的一种资源。美国如此行径，
说明它是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窃
听帝国”“监视帝国”。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对外窃听他国信息 对内窥探公民隐私

美国“黑客帝国”行为威胁全球网络安全

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记者
顾天成 董瑞丰）一组数据显示，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
疾病和健康危险因素监测网络，重大
疾病防控水平提高明显，多种“疫苗
可预防传染病”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艾滋病病死率、结核病发病率显著下
降，“乙肝大国”摘帽……这是记者17
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的。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各
级疾控机构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国家卫
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说，目前，
全国有国家、省、市、县四级疾控中心共
3376家，卫生技术人员达15.8万人，实
验室检测水平不断提高。

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传染病的有
效手段，我国免疫规划事业成效显著、

影响广泛。当前，我国中央财政每年投
入超40亿元免费向居民提供免疫规划
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已达到15种。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
吴良有说，目前，我国适龄儿童国家
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0%以
上，多种“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已降至
历史最低水平。

此外，针对糖尿病等重大慢性病
的综合防治工作也取得成效。

“过去十年，我国累计建成488个
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吴
良有说，在慢性病的早防早筛早诊早
治方面，依托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
目，目前每年向400多万高发地区居
民提供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早期筛
查干预惠民服务，提高愈后和生存治
疗水平。

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疾病和
健康危险因素监测网络

这是 6 月 16 日拍摄的沂源县鲁村
镇龙子峪村民生综合体。

自2021年以来，山东省沂源县立足
山区农业县实际，计划投资 2.3 亿元，
到2022年9月底在全域建设300处以老
年食堂、公共浴室、中心村卫生室
（便民药店）、便民超市为主体，其他
服务功能相补充的多位一体民生综合
体，为全县 467 个村居 6.4 万名农村老
人提供助餐、洗浴、购物等基本民生
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民生综合体

助力乡村振兴

这是启动仪式上北京会场与重庆会场连线（6月17日摄）。
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正式启动。启动仪式全面展示“红旅”活动的重要成果，历届优秀项目学生代表
生动讲述“红旅”故事，分享参加“红旅”活动的收获和成长体会。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17 日 电 （记
者 彭韵佳）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
金甫在17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
吹风会上说，为助企纾困稳岗，有
条件的地区对中小微企业阶段性实
施缓缴职工医保单位缴费，实施时
间为3个月，预计缓缴资金规模1500
亿元左右。

陈金甫说，在考虑医保基金承
受能力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地区主
要是指医保基金累计结余支付在6个
月以上的统筹地区。

“缓缴措施免申即享，不需要每
个企业再到医保经办部门去提供申
请材料。”陈金甫说，在缓缴的同
时，要求各地确保参保人员待遇支
付。也就是说，缓缴期间医保报销

水平不降低，确保应保尽保、应享
尽享、应报尽报、应结尽结。

他介绍，通过大数据对用人单
位的缴费识别，可以把绝大多数符
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都纳入政策享
受范围，未被纳入的企业可按政策
申请。目前，国家医保局正在抓紧
研究具体的缓缴措施。

为积极支持疫情防控，国家医
保局累计拨付200亿元专项资金，做
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费用保障。并
多轮磋商降低疫苗和核酸检测价
格，实现灭活疫苗价格降到每剂20
元以下，核酸检测单人单检已降至
每人次不超过16元、混检每人次不
超过5元、大规模核酸检测每人次不
超过3.5元。

国家医保局：

将在有条件地区对中小微企业
实施缓缴职工医保单位缴费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记者17
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近日生态环境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对推动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出系统部署。

方案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的总抓手，锚定美丽中国建设和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科学把握污染防治
和气候治理的整体性，全面提高环境
治理综合效能，实现环境效益、气候
效益、经济效益多赢。

方案聚焦6个主要方面提出重要
任务举措。一是加强源头防控，包括
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加强生态环

境准入管理，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等。二是
突出重点领域，围绕工业、交通运输、
城乡建设、农业、生态建设等领域推
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三是优化环
境治理，推进大气、水、土壤、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
四是开展模式创新，在区域、城市、产
业园区、企业层面组织实施减污降碳
协同创新试点。五是强化支撑保障，
重点加强技术研发应用，完善法规标
准，加强协同管理，强化经济政策，提
升基础能力。六是加强组织实施，包
括加强组织领导、宣传教育、国际合
作、考核督察等。

7部门印发方案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