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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国际

李宜煊，女，2020年 8月
26 日出生。2020 年 9月 6日

21：00 在都匀市小围寨老电
厂桥头河边捡拾。

请以上孩子的亲生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与都匀市社会福利院联系，
联系电话 0854-8512583，即
日起 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
将被依法安置。

注：以上儿童姓名由福
利院所取，出生日期为估计。

都匀市社会福利院
2021年10月15日

公 告

新华社联合国10月13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戴兵 13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互动对话时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
标准。

戴兵表示，新冠疫情仍在肆虐，加剧健康危机、发展鸿
沟、“疫苗民族主义”，给国际人权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挑战。
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团结，协力应对。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国
际社会的共同任务，需要相互尊重，平等对话。中国坚决反
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反对
在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没有哪个国家高人一等。向他
国强加人权模式，既不民主，也行不通。

戴兵说，美国、英国、法国、欧盟无视会员国呼吁团结对
话的愿望，编造谎言攻击抹黑中国，再次挑起对抗，中方对
此坚决反对。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人权进步有目
共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找到了适合国情的发展
道路，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14亿中国人民享受
平安幸福生活。中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权利谁也剥夺不
了，中国不断发展进步的趋势谁也阻挡不了。

戴兵说，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发展进步的事实摆在眼
前。最近 4年多来新疆没有发生一起恐怖暴力事件，社会
稳定，经济向好。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开心笑容，就
是新疆人权状况的生动写照。少数国家在新疆遭受暴恐袭
击时视而不见，在新疆进入发展繁荣时却编造弥天大谎。
它们不择手段抹黑新疆形象，企图祸乱中国发展，它们的目
的不会得逞。

戴兵说，新疆的大门向世界敞开，欢迎大家到新疆访
问。为什么美国、英国等少数国家的驻华使节拒绝中方的
邀请访问新疆？中方欢迎人权高专对新疆进行友好访问。
遗憾的是，少数国家借此大搞政治操弄，正是影响人权高专
顺利访华的真正障碍。中方愿同会员国和人权高专办加强
人权事务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国际人权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新华社莫斯科10月13日电（记者胡晓光） 俄罗斯总
统普京 13日说，中国是俄罗斯最可靠的伙伴，俄中贸易额
今年有望达到创纪录水平。

普京当天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能源周”全体会议上
回答提问时说，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经贸伙伴，尽管全球经
济下滑，俄中贸易额却不断增加。据俄方统计，今年前9个
月俄中双边贸易额将超过1000亿美元。

普京表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有不断增长的经济
和消费需求。中国在几乎所有主要方面都是俄罗斯的战略
伙伴。

他还说，俄中两国在能源领域进行了成功合作，中国正
在与俄方合作开发俄境内最大的液化天然气项目之一。

俄罗斯总统普京高度评价俄中双边合作

目前，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64亿。第四次中国
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空巢老人人数突破 1
亿。面对庞大的空巢老人养护需求，如何让他们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成为应对老龄化战略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人间重晚晴，今日又重阳，走入空巢老人的生活，我们期
待看到更多新变化。

空巢老人，谁陪他们变老？
“我父亲68岁，现已中风，母亲去世5年了。我和爱人常

年在广西务工，难得回趟家，老人的日常照料存在不少问
题。”湖南省湘潭县朱海江老人的儿子朱栋感慨。

65岁的上海市民吴志林不慎锁骨和胸肋骨骨折。“一开
始我对做手术、康复都充满担心，心理压力很大。”因疫情原
因，家人在国外无法赶回，吴志林不得不自己看病、复健。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空巢老人数量快速增长。据
全国老龄办统计，目前我国约有近三分之二老人家庭出现
空巢现象。调查显示，我国九成以上的老人倾向于居家养
老，且全国空巢老人多、困难老人多、老年抚养比高。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办事处市民服务中心主任郭
云表示，看病取药陪护问题是老人们普遍反映的问题。记
者了解到，北京一家社区养老驿站收费标准为陪同看病收
费 60元一小时，行动不便的老人，每次至少要安排 2名陪
护。“看病取药成本高，已成为一些独居老人的难言之
隐。”郭云说。

养护之外，空巢老人心理状况亟待社会关注。在太原
市万柏林区西峪社区，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在老伴去世后
不愿出门，不到社区食堂吃饭，也不让社区人员上门。社
区党委书记李效萍说，很多空巢老人比较封闭，孤独寂寞
之感无法排解。

农村地区，空巢现象同样严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我国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
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 7.99%、6.61%。与城市
相比，农村不但老龄化程度高，且养老服务基础设施薄
弱、服务力量欠缺……看病买药难、购物做饭难、休闲娱
乐难等养老难题，时刻困扰着空巢老人。

推进养老试点，解空巢之痛
解决空巢老人养护难题，更多努力正在进行时。
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底，全国在 203

个地区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不久前，独自在家的刘翠华老人突然感到胸闷气短，

便伸手按下了床边的呼叫键，没过多久，长沙市芙蓉区荷
花园街道德政园社区的工作人员和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医
生便赶到了老人家中。

摄像头、呼叫器、智能监测设备……这些在养老院里
才有的适老化装置，被社区“搬”进空巢老人家中。

更多社会力量进入，助力空巢老人居家、社区养护。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积极动员已退休的“低龄”

志愿者与高龄老人“结对子”，并让志愿者和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工作人员进行每月 4次的上门巡视探访服务；湖南省
湘潭县结合地域特色，创新打造“党建+莲湘颐老”农村
养老服务体系，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养老模式；甘肃省兰州
市城关区打造社区内“托老所”，以社区为基点的“嵌入式
养老”具有易布点、小而精、个性化、不离家的特点，解
决社区空巢老人就餐、盥洗、复健需求……

“空巢老人养护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形成合力。”浙
江大学管理学院老龄化与养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邢以群
说，目前，我国的适老化改造进展水平还有待提升、照护的
辅具和服务的标准也没有统一、能满足养老需求的养老护理
员不足，要支持不同的养老模式“遍地开花”。

摆脱“空心”，积极应对老龄期
如何使数量庞大的空巢老人摆脱“空巢综合征”，从“空

心”真正实现老有所乐？有关专家认为，政府、社会和老年人
都要辩证看待老龄化，空巢老人尤其要以积极心态对待“老
龄期”。

“银发浪潮”也能变出“长寿红利”。我国60岁及以上人
口中，60至 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 55.83%。这些低龄老年
人身体较康健，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发挥余热
潜力较大。

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村社区，“共享奶奶”公益项目如
火如荼。空巢老人帮助社区内双职工家庭接送孩子上学，与
大学生志愿者一起陪小朋友学习玩耍。社区负责人表示，这
不仅使老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也减轻了双职工年轻夫妇的
负担。

空巢老人“走出家”，快乐情绪“回到家”。
融入社会让空巢老人不再孤单。在湖南省湘潭县横街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十几位老人欢聚于此，打牌娱乐、
练习书法、下棋……“这里有活动室、文娱室、长者饭堂，老人
们聚在一起娱乐，居家不离家、分散不孤独、实惠不花费。”67
岁的退休教师龙建良笑声爽朗。

长沙市开福区 77岁的社区空巢老人朱奶奶说，一个人
在家很多时候都是对付着吃，现在大家走出家门融入社区，
让“老年食堂”变成老年朋友的交流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副教授唐丹说，社会大众应
正确看待老年空巢现象，改变长期以来对老年人和老年期的
认识，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接纳空巢老人，积极主动面对老龄
期。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执笔记者：李晓婷；参与记
者：邰思聪、谢樱、周蕊、吴文诩、马晓媛、龚雯、丁汀）

“空巢”不“空心”，超1亿空巢老人如何老有颐养、老有所乐？
新华社记者

10月13日，人们经过希腊雅典街头的北京2022冬奥文
化全球行图片展。

当日，一场以北京2022冬奥会为主题的图片展在希腊
首都雅典的扎皮翁宫举行。本次展览通过46幅图片，分别
从“冬奥会愿景和办奥理念”“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项目”“赛
事文化”“中国冬季运动代表性成绩”和“冬奥会赛区规划和
城市发展”五个板块，让希腊当地民众和旅希华侨华人充分
感受北京冬奥会“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和北
京冬奥文化，展现“和平、友谊、进步”的奥林匹克宗旨。

新华社发 马里奥斯·罗洛斯 摄

新华社华沙10月13日电（记者张章） 波兰财政部 13
日发表声明说，波兰当天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价值
30亿元人民币的三年期熊猫债。

声明说，这笔熊猫债当天获得 30亿元人民币认购，最
终债券票面年利率定为3.20%，缴款清算日期为15日。

这是波兰政府第二次发行熊猫债。2016年，波兰在中
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价值 30亿元人民币三年期熊
猫债。这笔债券是波兰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国债，也是
欧洲首个主权国家进入中国市场发行的熊猫债。

熊猫债是指境外机构在华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根据
国际惯例，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
以该国最具特征的吉祥物命名。

波兰发行30亿元人民币三年期熊猫债

10月14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蓟门里社区，青色慰藉小组成员李颖（左）、姜峰（右）与老人聊天。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蓟门里社区彩虹服务队青色慰藉小组由社区退休老人组成，主要服务对象是社区内生

活不方便、不能自理的困境老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困境老人感受到温暖。
该小组共有成员30余名，他们时常上门倾听困境老人的心声、聊一聊琐事，许多社区中的困境老人与组员成为了朋

友。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新华社俄罗斯彼得大帝湾10月14日电（记者孙鲁明）
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开幕式 14日下午在俄
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海域举行。

这次演习，中俄双方分别在各自编队指挥舰开设联合
导演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海军少将副司令员柏
耀平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滨海混合区舰队司令卡班佐夫海
军少将共同担任演习导演。

此次演习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作出的正常安
排，中俄双方派出多型舰艇、固定翼反潜巡逻机、舰载直升

机等，将主要围绕通信演练、编队通过水雷威胁区、消灭浮
雷、编队防空、对海射击、联合机动、联合反潜等课目展开演
练。中方万吨级驱逐舰、反潜巡逻机等多型平台首次出国
参演，双方还将使用多种新型武器弹药开展实际使用武器
演练。

据海军新闻发言人刘文胜海军大校介绍，演习旨在巩
固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强双方战略
互信，深化友好务实合作，锤炼部队实战本领，提高两国海
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正式开始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田晓航） 为贯彻《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进一步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维护妇女儿童健康权
益，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总结 2018至 2020年母婴安全行动计
划实施情况和有效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组织制定并印发了

《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 年）》（下称“提升计
划”），14日在官网公布。

妇女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石。《“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明确，到 2030 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 12/10
万，全国婴儿死亡率下降到5‰。

提升计划提出，促进母婴安全高质量发展，降低孕产妇
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到2025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
14.5/10万，全国婴儿死亡率下降到 5.2‰，为如期实现《“健
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主要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根据提升计划，行动内容包括妊娠风险防范水平提升、
危急重症救治水平提升、质量安全管理水平提升、妇幼专科

服务能力提升、群众就诊分娩满意度提升等 5个方面，涵盖
多项具体举措。

例如，在危急重症救治水平提升方面，针对产后出血、新
生儿窒息等常见危重症，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专项技能培训
和快速反应团队急救演练，紧急剖宫产自决定手术至胎儿娩
出时间（DDI）努力控制在30分钟以内并逐步缩短；建立完善
危重孕产妇救治医患沟通机制，救治抢救期间医疗组应当指
定1名产科医师负责与患者家属做好沟通。

在群众就诊分娩满意度提升方面，疫情期间鼓励适当调
整延长产科、超声等科室门诊时间，有条件的机构可探索开
设周末门诊、假日门诊、夜间门诊；推进孕产期全程预约诊
疗，引导孕产妇在助产机构建档时确定主管责任医师，鼓励
由1名产科医师或1个产科医疗组为未转诊转院的孕产妇提
供全程系统保健服务；规范开展专业陪伴分娩等非药物镇痛
服务，鼓励开展药物镇痛分娩服务，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开
展家属陪伴分娩。

我国实施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

新华社酒泉10月14日电（记者李国利、黎云、张汨汨）
经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将于16日凌晨发射，发射时间瞄准北京时间16日0时23
分。飞行乘组由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组成，翟志刚
担任指令长。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遥十三火箭于
14日下午进行推进剂加注。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 14日下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航天员翟志刚是中国首位出舱航天员，航天员王亚平执
行过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叶光富是首次执行载人
飞行任务。

林西强说，按计划，神舟十三号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
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与天和核心
舱及天舟二号、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体。航天员进驻
核心舱后，按照天地同步作息制度进行工作生活，约 6 个月
后，搭乘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对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各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后，将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

目前，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二号、天舟三号组合体状态和各
项设备工作正常，具备交会对接与航天员进驻条件。执行神
舟十三号飞行任务的各系统已完成测试和综合演练，航天员
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将于16日凌晨发射

10月14日，游人在榆林市榆阳区古塔镇韩家梁村杏林园
欣赏红叶（无人机照片）。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南部山区16万亩大扁杏红叶
如霞，蔚为壮观。榆阳区在乡村旅游业态不断丰富的基础
上，依托大扁杏、长柄扁桃、沙棘等种植基地，大力发展杏仁
粉、开口杏仁、沙棘饮品等下游深加工产品，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 14
日发布数据，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9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5.2%，降幅比上月扩大 1.1个
百分点。食品中，猪肉价格下降 46.9%，降幅扩大 2.0个百分
点；淡水鱼、鸡蛋和食用植物油价格分别上涨21.0%、14.2%和
9.2%，涨幅均有回落。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0%，涨幅扩大 0.1个百分点。非
食品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2.8%，涨幅扩大 0.3个百分点，
其中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 23.4%和 25.7%，涨幅均有扩
大；服务价格上涨1.4%，涨幅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飞机票、
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15.7%、8.7%和1.2%，涨
幅均有回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分析，9月份，扣除
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涨幅与上月相
同。消费市场供需基本平稳，价格总体稳定。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9月份，受煤炭和部分高耗能行
业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工业品价格涨幅继续扩大。全
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10.7%，涨幅比上
月扩大1.2个百分点。

9月CPI同比上涨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