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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上合组织发展合作新篇章
仲秋时节，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吸引世界目光。
“只有结满果实的大树才会引人注意。”正如这句乌兹别克斯坦谚语所说，20多年来，上合组织国家践行“上海

精神”，不断推动务实合作，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收获累累硕果。

山水相邻，利益交融。遵循“互
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上合组
织国家紧密合作，共享发展成果。

“居民有了新工作，财政有了新税
收，城市有了新生命……”在哈萨克斯
坦南部城市扎纳塔斯，由中国提供设
备和投资的中亚最大风电场2021年
竣工投产，让这个一度沉寂的工业城
镇重新焕发生机。

“新添大量就业岗位，填补市场产
品空白，发挥重要经济和社会意义
……”在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工业城市
纳沃伊，纳沃伊氮肥股份公司聚氯乙
烯生产线繁忙的生产场景，成为中乌
共谋发展振兴、造福民众的缩影。

“众所周知，哈萨克斯坦是一个没

有出海口的国家，而我们的‘海洋’是中
国。”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发展中心副
主任努拉利·布凯坎诺夫曾发出的感
慨，代表了不少上合组织国家的心声。

2018年6月，中国宣布支持在青
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如今，这一“上合示范
区”已成为地区重要的物流新枢纽，让
哈萨克斯坦等不临海的上合组织国家
有了关键“出海口”。

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副主编安
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上合组织国
家越来越重视经济、投资和贸易，在建
立新运输走廊等方面不断强化合作，
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越来越多国
家对参与上合组织框架内合作表现出
浓厚兴趣。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上合组织
务实合作提质升级。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大口径钢
管厂等一系列项目落地，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加速推进，位于乌兹别克斯坦
的中亚第一长隧道“安格连-帕普”铁
路隧道建成通车……“一带一路”不断
拉紧“上合大家庭”的利益纽带。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图书馆副馆
长铁木尔·沙伊梅尔格诺夫表示，上合
组织国家之间禀赋互补，互利合作成
效显著。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给

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地区国家
带来强大发展动力。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哈克说，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让巴基斯坦“发
生了很多积极变化”，通过创造就业、
改善民生、消除贫困、改善偏远地区经
济状况，造福了巴基斯坦民众。

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教授阿扎
马特·谢伊托夫表示，“一带一路”倡议
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之
一，有助于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
容和互利的方向发展。

当今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共振，国
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面对复
杂挑战，上合组织国家和衷共济、守望
相助，持续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
组织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地区和国际
合作的典范。

今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签
署20周年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
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
系研究所中国政治与经济部门主任谢

尔盖·卢科宁认为，上合组织经贸合作
潜力巨大，应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制
定联合解决方案，启动多边联合项目，
共同推进创新合作。

乌兹别克斯坦学者穆哈马忠·科
季罗夫说，上合组织已成为一个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能够助力地
区稳定并促进广泛合作。上合组织
国家间合作不断深入、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取得更多成果，将给各国带
来积极影响，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

“火车头”。

“有团结的地方，定有幸福相随。”
契合这句哈萨克斯坦谚语的寓意，上
合组织国家坚持弘扬“上海精神”，取
得辉煌发展成就，积累了丰富合作经
验，成长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
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

在第三个十年发展新征程上，人们
期待上合组织凝聚合作新共识，谱写合
作新篇章，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作出更多贡献。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记者
宿亮）

新华社韩国仁川 9 月 15 日电
（记者陆睿 孙一然）第九批在韩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装殓仪式15日
在韩国仁川举行。

据有关方面介绍，此次韩方将向
中方送还88位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

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常正
国率中方交接代表团、中国驻韩国大
使馆相关人员，韩国国防部及其所属
的遗骸发掘鉴识团相关人员等出席了
遗骸装殓仪式。

当天位于仁川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遗骸临时安置所”内，现场摆放
着中方交接代表团和中国驻韩国大使
馆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敬献的花
篮，中方代表团全体人员向志愿军烈
士行三鞠躬礼，并敬献鲜花。随后，韩
方工作人员对志愿军烈士遗骸进行装
殓。中韩双方16日将在仁川国际机
场举行遗骸交接仪式。

9月14日至16日，退役军人事务
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外交部、财政
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等部门组成
的中方交接代表团赴韩国，实施第九
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装殓
交接工作。

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本
着坦诚友好、务实合作精神，从2014
年至2021年已连续8年成功交接825
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今
年是按照中韩双方达成的共识实施的
第九次交接。

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遗骸装殓仪式在韩国举行

9月15日，在韩国仁川，韩方工作人员将志愿军烈士遗骸入殓。 新华社发

有关部门探索加大手机“霸屏广告”治理力度

重点在斩断非法利益链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互联网弹
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自2022年9月30
日起施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定》旨在
加强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的规范
管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
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信息服
务健康有序发展。

近年来，“霸屏广告”是我国
网络安全重点治理对象之一。当
前有用户反映，手机反复弹出广
告，既无法关闭又找不到源头，严
重影响使用。“霸屏广告”是如何
钻进手机的？实现长效治理有哪
些难点？有关部门采取了哪些措
施提升治理效能？新华社记者就
此进行了采访。

江西用户谢先生向记者反映，
自己的手机最近频繁弹出内容为

“下载某电商应用软件”的霸屏广
告，情况如同感染病毒，严重影响使
用。

还有些用户遭遇到更严重的问

题。上海用户吴先生的手机此前突
然开始自动播放广告且无法关闭，
杀毒重启后，广告播放频率不降反
升。吴先生送修手机时被告知，自
己的手机信息系统已被劫持，他遂
前往上海闵行区莘庄派出所报案。

警方发现安装在吴先生手机内
的3款工具类应用软件中被不法分
子植入了恶意代码，可用于监听和
强制弹窗。

据办案人员介绍，此类不法分
子多从事广告投放业务，他们通过

引诱用户下载“暗埋”了恶意代码的
应用软件，劫持设备系统，增加广告
播放量牟取不法利益。“相关行为已
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目前，此案相关嫌疑人已被警
方刑事拘留。

“霸屏广告”问题似“牛皮癣”反
复发作，与其治理难度较高有关。

技术手段方面，“暗埋”恶意代码
隐蔽性强。记者了解到，受“霸屏广
告”侵扰的情况往往出现在安装了某
些来路不明的天气查询、系统清理、
铃声彩铃、文件管理等类软件之后。

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莘庄派

出所案件办理队队长钱宁告诉记
者，不法分子往往会先制作一款下
载需求很高的应用软件作为“钓
饵”，将恶意代码“暗埋”其中。

据统计，上述案件中非法软件
共在20余万部设备上安装，约4万
部设备已被强制弹窗播放广告。

上海多家手机维修企业的技术

人员告诉记者：因被“霸屏广告”侵
害而送修手机的用户为数不少，其
中又以老年用户居多。

警方技术人员说，不法分子给
非法软件设计了大数据画像功能，
他们发现中老年用户对广告耐受度
更高，往往会对他们的手机采取最
为频繁的广告推送策略，加重侵扰

程度。“老年用户的网络安全警惕性
偏低，同时维权意识和能力又比较
弱，更容易受侵害。”

此外，据警方调查，不法分子常
斥资在一些高流量网络平台上投放
广告，利用平台监管漏洞，对其已

“暗埋”恶意代码的非法应用软件进
行扩散。

专家表示，《规定》划出了更清
晰的监管红线：不得以任何形式干
扰或者影响用户关闭弹窗；弹窗推
送广告信息的，应当具有可识别性，
显著标明“广告”和关闭标志，确保
弹窗广告一键关闭。

此外，为提出更有力的惩治措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互联网
广告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中还对广告活动
中各主体的责任做了更明晰的划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和信息
化法治战略与管理重点实验室办公
室主任赵精武表示，《征求意见稿》
的思路是进一步明确：对于“霸屏广
告”这类“无法一键关闭”的违规弹
窗广告，广告主要承担法律责任；对
欺骗、误导等诱使用户点击广告的，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将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征求意见稿》中还明确了提供互
联网信息服务的平台经营者应当采取
措施防范、制止虚假违法广告，完善发
现、处置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广告推
广以及在广告服务中植入恶意代码或
者插入违法信息的技术措施。对于互
联网平台经营者明知或者应知互联网

广告活动违法不予制止的，将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警方提示，用户应选择正规应用
商店或官方渠道下载应用软件，不轻
易点击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如发
现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应及时与
监管部门或警方取得联系。

（新华社上海9月15日电 记者
兰天鸣）

“一带一路”拉紧利益纽带B 命运与共树立合作典范C

手机“霸屏广告”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

一串恶意代码让约4万部手机“中招”

监管部门探索加大手机“霸屏广告”源头治理力度

新
华
社
发

由中国中铁隧道集团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安琶铁路卡姆奇克隧道贯通仪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车检政策迎来新变化

15年以上私家车
将一年一检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记者任沁沁）记者
15日从公安部获悉，为优化私家车检验周期，自
2022年10月1日起，10年内非营运小微型载客
汽车，检验次数由3次调整为2次，每两年向公安
交管部门申领检验标志；超过15年的，由每半年
检验1次调整为每年检验1次。

这是公安部深化车检制度改革新措施的一
项，对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9座及9座以下，不
含面包车），将原10年内上线检验3次（第6年、第
8年、第10年），调整为检验2次（第6年、第10年），
并将原15年以后每半年检验1次调整为每年检验
1次；对摩托车，将原10年内上线检验5次（第6年
至第10年每年检验1次），调整为10年内检验2次
（第6年、第10年），10年以后每年检验1次。

广大车主可以在交管“12123”App预约车检
地点和时间、申领电子检验标志、查询本人名下机
动车的检验有效期；公安交管部门设计了“车检计
算器”小程序，车主可按照车辆注册登记时间查询
检验周期。货车车主可通过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
服务系统、“道路运政一网通办”微信小程序，在全
国范围内办理道路运输证年审。

此外，车检服务流程进一步优化，推行车检
“交钥匙”便捷办服务，由检验机构工作人员一次
性负责办结；推进车检服务大厅、服务窗口、检测
流程标准化，全面提升车检服务水平。

近年来，相关部门持续推进新车6年内免检、
跨省异地检验、检验标志电子化、货车“三检合一”
等多轮车检制度改革，在保障车辆安全环保性能
的同时，不断提升车检服务水平。此次车检改革
进一步简程序、降成本、提服务，更好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

世卫组织：

未来仍会出现新冠感染潮
各国须保持高度警惕

据新华社日内瓦9月14日电（记者刘曲）世
界卫生组织14日表示，尽管全球每周新冠死亡病
例数已降至疫情以来最低水平，但预计未来仍将
出现新的感染潮，各国须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出
现的任何疫情风险做好准备。

据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新冠每周流行病学报
告，在9月5日至11日这一周，全球新增确诊病例
超过310万例，较前一周下降28%；新增死亡病例
约1.1万例，较前一周下降2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说：“上周，各国报告的新冠死亡病例数是2020年
3月以来最低的。就结束新冠大流行而言，我们
处于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

谭德塞还说：“我们还没有到（胜利）那一步，
不过终点就在眼前……但马拉松选手绝不会在看
见终点的时候就停下来，而是会竭尽全力，更努力
地奔跑。现在就是要更努力奔跑的时候，以确保
冲过终点线，收获我们艰苦努力换来的成果。”

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秋冬季疫情形势，世卫
专家认为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感染潮，并敦促各
国保持高度警惕。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丽亚·
范克尔克霍夫说，新冠病毒目前在全世界仍在高
位传播。“事实上，我们知道（各国）向世卫组织报
告的（新冠）病例数是被低估了的。我们认为，实
际病例数远比报告的要多。”

瑞典首相安德松在斯德哥尔摩出席新闻发布
会后离开。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9月14日电（记者和苗
付一鸣）瑞典首相安德松14日宣布辞职，并承认
在2022年议会选举中失利。

安德松当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上述决
定。她说：“辞呈将于15日呈交瑞典议长安德烈
亚斯·诺伦，希望得到他的批准。辞职的后续程序
将交由议会来处理。”

安德松表示，温和联合党领导的反对党阵营
在此次议会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得多数投票支
持，但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她会继续领导好过渡政
府。她对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成为瑞典第二大
党深感不安。

14日，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了议会选举99%
选票的统计结果，由温和联合党、瑞典民主党、自
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共赢得
176个议席，由社会民主党、环境党、左翼党和中
间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只获得173
席。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
和中右翼的温和联合党分别以107席、73席和68
席成为议会三大政党。

瑞典议会共有349个议席，每4年举行一次选
举。2021年11月，时任瑞典首相勒文辞去社会民
主党党魁和首相职务，时任财政大臣安德松成为社
会民主党新党魁并当选首相，成为瑞典首位女首相。

瑞典首相安德松宣布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