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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7月26日电（记
者聂晓阳）记者从中国常驻日内瓦代
表团获悉，截至当地时间26日晚，联
名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人权
高专对中国在涉疆问题上的立场表示
支持的国家已增加到50个。还有一
些国家的代表通过单独致函、发新闻
稿等方式呼应和支持中方主张。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26日
发布的一份媒体声明中表示，这些联

名致函的大使中有许多人访问过新
疆，目睹了新疆的真实情况。这些大
使在信函中积极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及反恐、去极端化成果和人权
保障水平，赞赏中方多次邀请各国使
节、国际组织官员、媒体人士访疆。他
们表示，访疆期间的所见所闻与西方
媒体报道的完全不一样，部分国家应
停止借未经证实的信息对中国进行无
端指责。

声明说，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
人心。联署此封信函的国家来自亚非
拉欧等各地区，其中有很多是伊斯兰
合作组织成员国。这充分表明，国际
社会对新疆人权成就和反恐、去极端
化成果自有公论，某些西方国家以“人
权”为名抹黑中国、向中国施压的图谋
不会得逞。

声明说，中方致力于与各方一
道，推动多边人权机构以客观、公正、

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中国
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敦促
有关国家改弦更张，摈弃政治化和双
重标准，停止借人权之名行干涉他国
内政之实。

刚果民主共和国驻日内瓦大使
恩盖伊 26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他在中国新疆看到的是一个“秩
序良好的地区”，中国政府在该地区
打击恐怖主义的举措令人印象深

刻。塔吉克斯坦驻日内瓦大使哈米
多夫表示，作为中国的邻居，塔吉克
斯坦对中国新疆的情况很了解，深知
中国政府为保障该地区的和平、安全
与发展所做的巨大努力。老挝常驻
日内瓦大使基查德斯则表示，中国政
府多年来为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
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在新疆看到的
真实情况和这里（日内瓦）某些人士
宣称的信息非常不同”。

联名致函联合国在涉疆问题上支持中国的国家达到50个

据新华社巴黎7月26日电 美国
总统特朗普26日威胁说，将对法国
开征数字服务税采取报复措施。对
此，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当天回应
说，法国政府将坚持执行这项征税
决定。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推

特上发文说，如果有谁要向美国科
技企业征税，“那应该是他们的祖国
美国”。他还威胁将对法国的数字
服务税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并暗示
可能拿法国葡萄酒开刀。

今年3月初，勒梅尔提交法案，
计划向全球互联网巨头征收数字服

务税。其中，全球数字业务年营业
收入超过7.5亿欧元（约合8.4亿美
元）和在法国境内年营业收入超过
2500万欧元（约合2814万美元）的
企业将被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
法国参议院11日投票通过征收数
字服务税的法案。

法国政府认为，在数字经济时
代，针对互联网企业的征税制度长期
存在漏洞，应该推动税收改革。此
外，法国财政近来面临较大压力也是
促成法国征收数字税的客观原因。

一旦数字服务税开始实施，美
国互联网产业受到冲击最大。谷

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等美国高利
润互联网巨头首当其冲。日前，美
国政府已宣布对法国政府提议征收
数字税发起调查。根据美国《1974
年贸易法》第301条款，美国可能会
对从法国进口的产品采取加征关税
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

法国坚持开征数字税 特朗普扬言报复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威胁说，将
对法国开征数字税采取实质性报复
措施，包括对法国葡萄酒加征关税。
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迅速回应说，法
国政府将坚持执行这项征税决定。

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与法国
总统马克龙通电话。马克龙强调开
征数字税将是8月在法国举行的七
国集团峰会的重要议题。分析人士
认为，特朗普以关税“大棒”威胁法
国，可以视为七国集团峰会数字税
争议问题的“前哨战”，但法国这一
举措得到欧盟多国支持，恐怕不会
被特朗普的威胁轻易吓倒。

特朗普瞄准法国葡萄酒

特朗普26日在推特上发文说，

“如果有人向他们（美国互联网企
业）征税，那也应该是他们的国家
——美国。我们将很快对马克龙的
愚蠢决定宣布对等报复措施”。

法国参议院7月11日投票通过
征收数字税的法案。根据这项法
案，全球数字业务年营业收入超过
7.5 亿欧元和在法国境内年营业收
入超过2500万欧元的企业将被征收
3%的数字税。一旦法案生效，谷歌、
脸书、苹果、亚马逊等为代表的美国
互联网巨头受到冲击最大。

而就在法国参议院投票前一天，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根据美
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法
国政府提议征收数字税发起为期一
年的调查。这意味着美国可能会以

“不公平”为由，对从法国进口的产品
采取加征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

特朗普有意瞄准法国葡萄酒“开
刀”。他先是在推特上说“美国的葡萄
酒比法国的好”，随后又向记者们表示，
法国这一错误决定将影响其出口活动。

“我劝你们不要这么做，因为我
要对你们的葡萄酒征税。”特朗普喊
话式地威胁说。

美国是法国葡萄酒和酒精饮料
的最大单一市场。据报道，2018年输
美法国葡萄酒价值32亿欧元，约占法
国葡萄酒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

法国硬气扮演领头羊

面对特朗普的威胁，勒梅尔的回
应也很硬气，“我们希望在七国集团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下达成
协议。同时，法国将执行征税决定”。

法国征收数字税并非心血来
潮。实际上，大多数欧洲国家和欧

盟官员对数字税一事酝酿已久，一
是因为对一些互联网巨头通过把利
润转移到欧洲低税率国家避税的做
法早已不满，二来新税种可以缓解
各国财政压力。据报道，除法国外，
奥地利、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也已
宣布计划征收数字税。

分析人士认为，法国之所以有底
气“硬扛”美国关税威胁，在征收数字
税方面迈出实质性一步，一大原因是
背后有欧盟多数国家撑腰打气，希望
法国扮演领头羊角色。此外，法国在
通过征收数字税法案时，应已考虑到
美国可能的反弹，法国率先“发难”，也
是为促使其他欧盟国家抱团跟进。

开辟了美欧纷争的新战场

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欧各种摩
擦不断，法德等欧洲国家对美疑虑加

深。数字税争端开辟了美欧纷争的
新战场，预计也将成为8月下旬七国
集团峰会的焦点之一。

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本月17日至18日在巴黎北部城镇尚
蒂伊举行。针对颇受关注的数字税
争端，法美两国财长虽然做出有限妥
协，但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特朗普“发飙”后，法国总统府26
日晚发布消息说，马克龙当天和特朗
普通电话时说，七国集团峰会是推进
数字税的“重要机遇”，两国应就达成
国际性共识继续努力。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301调查”
也好，特朗普的种种威胁也好，都是美
法、美欧为未来的贸易谈判和博弈争
取更多筹码。数字税会不会成为美法
关系分水岭，七国集团峰会上有望见
分晓。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数字税或成美法关系分水岭？

俄罗斯试射一枚
“白杨”洲际弹道导弹

新华社莫斯科7月26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26
日发布公告说，俄战略火箭军当天成功试射了一
枚“白杨”洲际弹道导弹。

俄罗斯媒体援引公告内容报道说，俄战略火
箭军当天从阿斯特拉罕州卡普斯京亚尔靶场发射
了一枚移动式“白杨”洲际弹道导弹。导弹以预定
精度命中了哈萨克斯坦境内“萨雷-沙甘”靶场的
目标，发射任务圆满完成。

“白杨”洲际弹道导弹可携带一枚或多枚分导
弹头，射程超过1万公里。这种导弹飞行速度快，
能作变轨机动飞行，具有很强的突防能力。

印度洪灾
已造成超过200人死亡

据新华社新德里7月27日电（记者赵旭）据
印度媒体报道，截至27日，印度东北部和东部地
区的洪灾已造成超过200人死亡。

报道说，由持续强降雨天气引发的洪灾从本
月中旬开始。受灾最严重的比哈尔邦已有超过
120人死亡，而阿萨姆邦死亡人数也升至80人以
上，米佐拉姆邦和北方邦也有多人死于洪灾。

这是7月27日在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的伊
特巴亚特拍摄的地震中受损的房屋。

菲律宾最北部的巴坦省27日早上发生两起
5级以上地震，已造成5人死亡、12人受伤，多座
建筑物受损。

新华社/美联

菲律宾发生两起5级以上地震
致5人死亡12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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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陈薇伊）由国家新闻出版署、
陕西省人民政府和西安市人民政府主
办的第二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7月27日在陕西西安开幕。海南日报
记者从省新闻出版局获悉，此次海南派
出由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南海出
版公司、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组成
的海南展团，携700余种重点图书参
展，并通过新书发布、书迷互动等活动
与全国参观者交流。

本届书博会将以“礼赞新中国、书
香新丝路”为主题，集中呈现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国出版业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延续此前的“招牌”，海南展馆再
次以“海南书房”形式亮相书博会。据
介绍，极具海南特色的新颖设计“海南
书房”一开幕便成为了书迷们的“网红
打卡地”。

据悉，此次海南出版社将携近
300种重点图书参加书博会，既有海
南特色图书也有经管科普类图书。其
中，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献礼
图书《走向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十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精神》以及服务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图书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知识读本》是此

次海南出版社的参展亮点。
南方出版社参展图书303种，主

要包括海南本土文化类图书、少儿图
书、社科类图书和部分引进版童书。
南海出版公司参展图书100种，涵盖
海南本土文化类图书、版权类图书、社
科类文艺图书和引进版儿童绘本。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借助全国
图书交易博览会平台，让全国书迷深
入了解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并通
过系列社教活动与参展图书，让观众
体会海洋文化的乐趣。

27日下午，在书博会海南展馆，
海南出版社举办了“探索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系列图书推介发布会，
推出了《走向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十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精神》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知识读本》两本自贸题材的重点图
书。推介会以沙龙座谈的形式开展，
邀请这两本图书的作者及主编海南省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钟业昌、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黄景贵与
现场读者朋友交流分享图书编写的初
衷与心得。现场读者积极参与互动，
反响热烈。

值得一提的是，书迷们来到“海南
书房”，不仅可以看到海南近年来的出

版成就，还能够看到一系列展示海南文
化特色的文创产品。“海南书房”中还为
书迷们提供海南本地咖啡，让参观者
在品尝咖啡的同时，感受“书香海南”。

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是我国文化
领域最早设立的博览会之一，目前已
经成为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最具规模和
影响力的盛会，也是集全国出版业成
果展示、出版物销售、版权交易、交流
研讨和全民阅读推广等功能为一体的
文化盛事。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
和港澳地区的近千家出版发行单位，
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机构参
展2019年书博会。

第二十九届书博会西安开幕

我省携700余种图书打造“海南书房”

本报讯（记者袁宇 通讯员陈春
羽）7月27日晚，作为海南参加2019
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的唯一剧
目，由定安县琼剧团创作编排的现代
题材琼剧《祖宗海》在北京全国地方
戏演出中心演出。

整场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赢得了
戏迷们的热烈掌声。“这部剧反映了
海南潭门渔民不畏艰苦的拼搏精神，
也很好地传播了爱国主义精神，挺振
奋人心的。”观看完演出，北京戏迷李
莉珍竖起大拇指。她说她第一次看
琼剧，觉得很新奇。

“我们这个剧目主要体现了海南
渔民传承千年捕鱼文化，守护祖宗南
海的家国情怀。希望能通过我们的

努力，传承好琼剧文化，讲好海南故
事，把更多正能量传递出去。”定安县
琼剧团团长黄茂安说。

琼剧《祖宗海》讲述了潭门渔民
卢振海等几位兄弟在世代耕作的
祖宗海捕捞作业时，被海盗非法抓
扣……在国家的解救下、侨胞的帮
助下回到家乡潭门后，历经艰难，
最终冲破重重阻力再造大船出远
海的故事。

据了解，该剧成功入选2019年
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参演剧目，作
为海南省唯一入选作品，于7月26
日、27日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演
出两场。这也是定安县琼剧团连续
四年参加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张
期望 实习生王俊乐 通讯员许晶亮）
海口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暨

“我是能人”群英会，日前在海口市琼
山区红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
行。通过自荐、培训的43名乡村“能
人”登台献技，展示自己才华。

据悉，本次群英会是在琼山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指导下举办
的。举办“我是能人”系列项目，目的
就是通过“能人”选拔挖掘有一技之
长的基层党员和广大群众，聚集琼
剧、宣讲、唱歌、舞蹈、体育、种养殖等
方面的“能人”，以“能人”为基础，培
育、组建植根乡村的文化，为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提供内生动力。

太极高手
三亚打擂

7月27日，三亚南山第四届世
界太极文化旅游节“太极志——太
极英雄擂”推手比赛之“天涯海角擂
主大赛”，在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开
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太极推手高手，
将进行为期2天的角逐。本次比赛
邀请了国内多个战队参赛，其中多
位参赛选手曾在全国的诸多武术、
太极拳比赛中获得过推手冠军。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海南新编琼剧《祖宗海》进京演出

海口琼山区举办“我是能人”群英会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9“椰

树杯”海南省排球联赛7月26日晚
在屯昌县灯光球场开幕。共有9支
球队参与角逐，比赛历时1个月。在
当晚进行的揭幕战中，琼海队以3∶1
战胜澄迈队。

今年联赛设屯昌、定安、澄迈、临
高和文昌五个赛区。9支参赛队为：
海口队、文昌队、澄迈队、海南大学
队、琼海队、海南师范大学队、三亚
队、定安队和临高队。比赛采用九人

制排球竞赛规则，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9支参赛队伍分成两组进
行双循环赛，小组第1名直接晋级第
二阶段，两个小组的第2名和第3名
进行交叉赛，胜者晋级第二阶段。晋
级第二阶段的4支球队将进行半决
赛和决赛的较量，决出今年联赛的
冠、亚、季军。全部比赛将于8月25
日结束。

本次联赛由海南省旅文厅主办，
海南省体育总会承办。

省排球联赛屯昌开赛

全国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落幕

海师大队获一冠一亚
本报讯（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王用玺 孙苗苗）

2019年全国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日前在湖北
落幕。作为唯一一支海南代表队，海南师范大学
武术队收获佳绩，该校2017级武术与民族传统
体育专业学生刘华清获男子地躺拳冠军，2016
级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郑汝钦获男子
华拳亚军。

据悉，2019年全国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由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华中科技大学承办，共
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145支高校武术代表队近
1500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分为团体和个人单项
比赛等，具体比赛项目包括自选拳术、自选器械、
其他拳术、其他器械，以及太极拳、械类和对练等。

海南亲水运动季
SUP桨板公开赛海口启动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王黎刚）2019海
南亲水运动季SUP桨板公开赛27日在海口开赛，
省内近百名水上爱好者参加，其中年龄最小的参
赛者只有7岁。

本次比赛分为直道竞速赛200米和绕标折返
赛400米，每个比赛均设有男子成年组、女子成年
组和青少年公开组。此外，直道竞速赛200米
还有亲子趣味组，参赛选手由1名成人和1名儿
童组成。

桨板运动源于美国夏威夷的桨板冲浪，其英
文全名为Stand Up Paddle，简称SUP，是一种
简单易学，老少咸宜的运动，目前已成为全球发展
最快的娱乐时尚水上运动之一。

中国高校海南校友会
篮球联赛开打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林永成）2019
“波涛装饰杯”第一届中国高校海南校友会篮球联
赛，7月27日在海口珠玑体育馆开赛。共有24支
队伍参赛，比赛历时一个多月。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篮球协会主办，海南高校
篮球联盟承办。共有24支校友会代表队参赛，比
赛分为常规赛和季后赛两个阶段。常规赛设A、
B、C、D 四个组进行小组循环，每小组前四名晋
级季后赛；季后赛采用交叉淘汰制，决出所有名
次。全部比赛将于9月8日结束。本届比赛还设
立每轮得分王、常规赛得分王、季后赛得分王，以
及常规赛最具人气球队等奖项。

中超第 轮战报
（比赛时间：7月27日）

河南建业1∶0北京国安

大连一方1∶0山东鲁能

上海申花5∶3广州富力

河北华夏3∶0重庆斯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