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壤之接：

嫦娥五号太空稻秧苗
“安家”田间

3 月 29 日，研究人员在广州增城华南农业大学
试验田插种嫦娥五号搭载的太空稻秧苗。

3 月 29 日，嫦娥五号搭载的太空稻种离开华南
农业大学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温
室，移栽到位于广州增城的华南农业大学试验田
基地。

研究人员插秧时，以每穴单株的方法插入土里
3 厘米的位置，原则是“浅而不倒”，既保护根部，又
便于后期研究、跟踪。在同一块田地里，还有“长
征五号”稻种、重离子辐照稻种，后期研究人员将
分别对深空搭载、近地轨道搭载、地面模拟这三种
稻种进行对照，以育选出最优品种。这批太空稻
预计 5 月底或 6 月初迎来抽穗期，7 月上旬收获果
实。

共计 40 克的“天稻”于 2020 年 11 月搭乘嫦娥
五号登月，历时约 23 天、76 万公里的“环月旅行”
返回地球，并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完成播种。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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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数十万少数民族劳工
被迫手工摘棉花？”“教培中心女
学员被性侵？”……3月 29日，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多名干部群众
在外交部举行的涉疆问题新闻
发布会上与中外媒体面对面，以
亲身经历讲清事实真相，揭露西
方反华势力的谎言谬论。

“外出务工是为了
过更好的生活，跟‘强迫
劳动’没有任何关系”

对于所谓“强迫劳动”的指
责，新疆博乐市纺织企业工人阿
丽米热·吐尔孙说，外出务工是
为了赚更多钱、过更好的生活，
跟境外所谓“强迫劳动”没有任
何关系。

“2020 年 4 月，在村委会的
宣传栏上，我看到博乐市一家纺
织公司的招工信息，我一看工资
待遇挺不错，就报名应聘了，与
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她说，上
岗后公司给每名新进员工安排
了师父，不到半年时间她就成了
公司的技术骨干，现在每个月能
拿到4800元，家里的生活越来越
好。

面对西方反华势力借棉花生
事，吐尔孙很是生气。“境外那些
人没有来过我们公司，根本不了
解我们的真实情况，他们说的那
些话都是瞎编的，他们这样做就
是想砸掉我们的饭碗，毁掉我们
的幸福生活，让我们没活干、没
饭吃，他们这么做非常可耻、可
恨。”

“棉花是白的，但一些人的心
却是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政府新闻办发言人伊力江·
阿那依提说。

他介绍，从棉花种植来讲，新
疆特别是南疆地区的各族农民

都愿意种植棉花，因为收益高、
销路广；从棉花采摘来讲，从过
去到现在，新疆棉花的采摘根本
不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这
些年，新疆的棉花生产已经实现
了高度机械化，即使在忙碌的采

摘季节，也不需要大量的采棉

工 。 据 新 疆 农 业 部 门 发 布 的

2020年数据显示，新疆棉花机械

采摘率已达69.83%；从棉花加工

来讲，新疆的棉纺企业都是合法

注册、依法依规生产经营的企

业，根本不存在“强迫劳动”问

题。

“我们欢迎各国企业到新疆

的棉花产地、棉纺企业实地参

观，与棉农和棉纺工人聊一聊，

做出明智的选择。”他说。

“如此造谣诋毁，你
们良心不痛吗？”

针对西方有媒体称所谓新疆
“再教育营”存在对妇女的性侵，
喀什地区泽普县教培中心的结
业女学员迪丽娜尔·卡哈尔现身
说法，狠狠“打脸”这一报道。

她说，女学员在教培中心学
习期间，各项权利都得到了充分
保障。“当听到境外这些不堪入
耳的谣言时，我和同学们都特别
气愤。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我
心里最清楚，教培中心根本没有
任何女学员被性侵过。如果是

你们的姐妹，你们也会这样造谣
污蔑吗？”

“我想对那些造谣者说，你们
整天胡说八道，靠诋毁教培女学
员的名誉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
的目的，你们不感到羞耻吗？良
心不痛吗？善有善报、恶有恶
报，你们的丑恶言行必将受到惩
罚！”她说。

伊力江·阿那依提说，英国广
播公司关于女性教培学员遭受

“性暴力”的报道，纯粹是无中生

有、危言耸听。新疆的教培中心严

格贯彻落实中国宪法和法律关于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充分

保障学员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严

禁以任何方式对学员进行人格侮

辱和虐待，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女性
学员遭受“性暴力”的情况。

“奉劝一些国家承
认现实、回归理性”

近日，欧盟、美国、英国、加
拿大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以所
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
新疆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
制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闻发言人徐贵相表示，个别反
华势力在种族问题上集体“失
法”、集体“失理”、集体“失忆”、
集体“失智”。

“为了插手新疆事务、干涉中
国内政，他们丧失了理智、丧失了
良知、丧失了底线，热衷于政治操
弄，沉迷于‘制裁’把戏，已经到了
歇斯底里的地步。欧盟、美国、英
国、加拿大合伙借涉疆问题搞政
治操弄，目的就是通过打‘人权牌
’搞乱新疆、遏制中国。”他说。

针对近日H&M等企业基于
谎言声称抵制新疆棉，徐贵相表
示，H&M作为一家企业，应该搞
自己的经营活动，不应把经济行
为政治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
链把各国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作为国际
性的企业，应该看到这一点。

“现在的中国不是1840年的
中国，中国人民遭受西方列强任
意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包
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
人民是不好惹的。奉劝一些国家
承认现实、回归理性，如果一意孤
行、错上加错，中国人民也必将以
牙还牙，坚决奉陪到底。中方的
反制措施正当、合理、适度，无可
指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企业要
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他说。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希望更多外国企业擦亮眼睛、明辨是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见闻

新华社记者 成欣 温馨

采棉机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一处棉田进行采收作业（2020 年 10 月 23 日摄）。新疆是我国最
大的棉花产区，2020 年新疆棉花产量达 516.1 万吨，占全国棉花总产量 87.3％。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29日，在全国新冠疫苗接种破
亿不久，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了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
一版）》，分外及时。

早在今年 1 月 7 日，国家卫健
委、中国疾控中心就曾联合发布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问答》之“30
问”。此次再发技术指南，增补了
最新研究实践总结，特别是明确了
迟种如何补种、能否与其他疫苗同
时接种、不同疫苗产品能否替换、
有哪些接种禁忌等问题，并专门对
60岁及以上人群、18岁以下人群、
慢性病人群、育龄期和哺乳期女
性、免疫功能受损人群和既往新冠
患者或感染者给出接种建议。

迟种如何补种？不同
疫苗能否相互替代？

目前，我国已有5个新冠病毒疫
苗批准附条件上市或紧急使用，其中

3个是灭活疫苗，需要接种2剂。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
专家王华庆介绍，根据《指南》要
求，2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大于等于
3 周，第 2 剂在 8 周内尽早完成接
种。

但如果未能按时接种，或者第
2剂所用疫苗的生产企业与第1剂
不同，怎么办？

对此，《指南》建议用同一个疫
苗产品完成接种，如遇受种者异地
接种等特殊情况，无法用同一个疫
苗产品完成接种时，可采用相同种
类的其他生产企业的疫苗产品完
成接种；如果未能按照程序完成接
种，建议尽早补种，免疫程序无需
重新开始，补种完成相应剂次即
可。

《指南》还提出，对于在 14 天
内完成 2 剂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
种者，在第 2剂接种 3周后要尽早
补种 1 剂灭活疫苗；对在 14 至 21

天完成 2 剂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

种的，无需补种。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点，希望大家把特殊情况
向接种点说明，及时接种第二针疫
苗。”王华庆说。

60 岁及以上人群和
18 岁以下群体何时能
接种？

《指南》明确，新冠病毒疫苗的
适用对象为 18 周岁及以上人群，
暂不推荐18岁以下人群接种。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

良有介绍，目前，北京、上海等地

区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在充分评

估接种对象的健康状况和被感染
风险的前提下，已经为一些有接
种意愿，而且身体基础状况比较
好的 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和慢性

病患者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疫苗在大

规模人群中的使用效果，积极稳

妥地推进 60岁及以上人群和慢性
病患者的疫苗接种工作。”吴良有
说。

“按我们国家的免疫策略，现
阶段主要是 18 至 59 岁人群和有
需要且身体健康的 60岁及以上老
年人群。关于 18 岁以下的人群，
现在还没有比较系统的Ⅲ期临床
数据。”王华庆表示，随着研究的
不断深入，后续会得到相关数据，

“国家整体是有考虑的，基于疫情
防控的需要和临床数据，会不断
完善接种策略，也包括新生儿人
群。”

健康人群肩负责任，
专家呼吁应接尽接、应
接早接

王华庆表示，接种疫苗的作用

是预防发病、预防重症、阻断疾病

流行，让大多数人的健康得到保

证。“绝大多数人都是易感者，从
这个角度来说，接种疫苗是最有
效的防控措施，要形成免疫屏障
才能发挥最大作用，所以大家都
应该去接种疫苗。接种的人越
多，建立的免疫屏障越牢固；接种
得 越 快 ，越 早 一 天 形 成 免 疫 屏
障。”王华庆说。

“社会中有一部分人群存在各
类过敏症状，或是体弱、基础性疾
病多，他们不能接种。只有其他
大多数人承担起责任，把免疫屏
障建立起来，才可以保证这些不
接种的人群也安全。”中国疾控中
心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
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说。

王华庆表示，目前国家要求有
序、分步接种，只要符合接种条件
的人群都应该接种，这样既保护
了自己身体健康，也保护了家人
和周围的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早一天把免疫屏障建立起来。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接种破亿后 官方再发疫苗接种技术指南
新华社记者 陈席元 王琳琳

哔哩哔哩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新华社香港3月29日电（记者 王茜）哔哩哔哩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哔哩哔哩）29日正式在香港交
易所挂牌上市。哔哩哔哩股份代码9626，开盘报价
790港元。

香港交易所宣布，哔哩哔哩上市后，同步推出
哔哩哔哩期货及期权，哔哩哔哩股份29日纳入认可
卖空指定证券名单，与哔哩哔哩股份相关的衍生权
证也于29日挂牌。

哔哩哔哩是中国内地年轻一代广泛使用的视频
社区，是在香港第二上市的中概股之一。

世界首条
时速350公里海底隧道
开始盾构掘进

新华社北京 3月 29日电 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
有限公司获悉，由中铁十四局集团施工的汕汕铁路汕
头湾海底隧道29日开始盾构掘进，标志着世界首条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海底隧道开始海底段主体施工。

汕头湾海底隧道是汕（头）汕（尾）铁路全线的控
制性工程，隧道全长9781米，其中穿越汕头湾海底段
2169米采用盾构法施工。盾构机刀盘开挖直径14.57
米，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高铁海底盾构隧道。

据中铁十四局集团项目部盾构负责人赵海涛介
绍，盾构穿越汕头湾海底地层复杂。隧道最大埋深67
米，最大水深10米。在海底洞室内拆解超大直径盾
构机为国内首次。

该铁路正线全长约162公里，计划2023年通车。

“首针”开打！

上海启动外籍人士
新冠疫苗预约接种

新华社上海 3月 29日电（记者 袁全 王默玲）
“我们非常信赖中国的防疫政策和中国生产的疫
苗。”3月29日，上海市根据“知情、自愿、自费、风险
自担”原则，全面启动在沪外籍人士新冠疫苗预约接
种。来自法国的伟书杰和他太太第一时间预约成
功，成为首批完成国产疫苗接种的在沪外籍人士。

据悉，自愿接种的在沪外籍人士可通过“健康
云”App在线预约登记疫苗接种，预约成功后凭短
信确认通知在指定时间、地点，携带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护照及有效停居留证
件前往。

伟书杰到达接种点后，向护士展示了自己的预
约信息，按程序签署知情同意书、免责承诺书等。“接
种疫苗的过程非常专业，接种前会有专业的医生询
问身体情况，告知接种疫苗的注意事项等；接种后会
被安排在留观点等候 30 分钟，观察是否有不良反
应。”伟书杰说，“中国医护人员的英语也很棒，回去
就动员身边的外籍同事朋友们报名预约起来。”

上海市疾控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上海目前使
用的是国产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全程需接种两剂。
已参加上海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的外籍人士，享受
与其他参保中国公民同等待遇。未参保的外籍人
士，自费接种疫苗，费用为每剂100元。

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3 月 29 日晚同布隆
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布两
国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双方政
治互信牢固，各领域合作成果显
著，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调配合，
成为南南合作典范。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两国相互支持、相互帮
助，友谊得到深化。中方赞赏布

方坚持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双方
要加强团结合作，在涉及彼此核
心利益问题上继续相互坚定支
持，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
涉，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布方加
强政治交往，密切党际交流，深化
立法机构、地方政府、智库等往来
和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和发展战略对接，实现更高水平

的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推动中
布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方支
持布隆迪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基
础设施项目合作，用好中方建设
的农业示范中心和派驻的农业专
家组，推动两国农业合作取得更
多成果，助力布方实现粮食安全
和乡村人口脱贫致富。中方也愿
同布方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成果，为新一届论坛成功举

办贡献力量。
恩达伊施米耶热烈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高度赞赏
中国共产党在脱贫攻坚和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等领域取得的伟大成
就。布方感谢中方支持布隆迪维
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独
立，布中合作给布人民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好处。布中永远都是好
朋友、好兄弟。布方坚定支持中

方在涉台、涉疆、南海等核心利益
问题上的立场，支持中国全国人
大审议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布方高度
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希望学习借
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加
强两国农业、基础设施、抗疫等领
域 合 作 ，推 进 布 中 友 好 合 作 关
系。布方愿推动中非合作论坛新
一届会议取得成功。

习近平同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3 月 29 日晚同斯里
兰卡总统戈塔巴雅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中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谱写了两国友好新篇章。中方高
度重视发展中斯关系，愿同斯方
共同规划好两国关系战略方向，
推动中斯关系稳步前行。中方将

继续为斯方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探讨在做好疫情防控
条件下逐步开展航空、教育等方
面合作，不断开拓合作新途径新
领域。中方愿同斯方稳步推动科
伦坡港口城、汉班托塔港等重点
项目，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为斯里兰卡疫后经济复苏和
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斯里兰卡
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
作伙伴。中方不会忘记斯里兰卡
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
上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斯方继
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
互坚定支持，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促进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好发展
中国家共同利益。

戈塔巴雅表示，斯方热烈祝贺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高度
赞赏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特别是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
导下，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的伟大成
就。斯方感谢中方为斯方提供的
宝贵支持，愿同中方紧密协作，坚
定支持彼此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

立场，维护双方共同利益。斯方
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
政经验，特别是就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战略加强交流合作。斯方
愿同中方扩大基础设施、旅游等
领域合作，顺利推进科伦坡港等
重点项目建设，相信这将助力斯
经济社会发展，使斯里兰卡人民
更多受益。

习近平同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通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