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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记者潘
洁 王卓伦）暑期到来，不少家庭选择带
着孩子走出国门看世界。外交部领事保
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希望大家在出境前做好充分的行
前准备，尽可能多了解目的地的相关信
息，高高兴兴出国去、平平安安回国来。

据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副主任谢
炎村介绍，暑期是领保案件的高发
期。暑期出境游典型案例主要分为两
类，一类是涉及人身安全的，例如交通
事故、涉水事故等，另一类是涉及证件
遗失和财物被盗被抢的。

“我们提醒广大出境游的中国公民
要增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谨慎选择交
通工具和涉水项目，妥善保管个人财物、
证件，注重文明出游，依法理性维权，展
现中国公民的良好形象。”谢炎村说。

他建议，若遇到护照丢失、财物被
盗等情况，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
妥善保管报警记录备用，同时向当地
使领馆申请补发证件或寻求协助。

事先预防而非事后补救，才是最
好的保护。谢炎村说，广大游客可以
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领事直通车”
微信公众号、“领事之声”微博等尽可

能多地了解目的地的安全状况、法律
法规、风俗禁忌、出入境规定等，及时
关注外交部发布的海外安全提醒。

根据风险程度，外交部海外安全提
醒分为“注意安全”“谨慎前往”和“暂勿
前往”三个级别。若“暂勿前往”提醒发布
后当事人仍坚持前往，因提供领事保护
与协助而产生的费用，将由个人承担。

身处海外，遇到自身安全或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时怎么办？谢炎村说，
中国公民可以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
保护与服务热线12308”寻求帮助，热
线前台将全天候、零时差为咨询人作

出及时回应，必要时将请当地使领馆
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

据了解，12308 热线开通近 5 年
来，来电总量达 91 万通。2018 年 9
月，“外交部 12308”手机应用客户端
上线。中国公民可以用该客户端依托
移动互联网拨打 12308 热线，无须另
行支付国际通话费。

“去年 12308 热线的接听量较往
年明显增多，这一方面说明出境的中
国公民人次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
说明该热线正为越来越多走出国门的
中国公民所熟知。”谢炎村说。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提醒中国公民

暑期出境游应做好充分的行前准备

枪声频传

美国得克萨斯州西部埃尔帕索市
一家沃尔玛超市内3 日发生枪击，造
成至少20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墨西
哥公民，另有20多人受伤。警方在现
场抓获一名白人男性嫌疑人，名叫帕
特里克·伍德·克鲁修斯，家住达拉斯
附近，现年21岁。

事发仅仅十几个小时后，千里之
外的俄亥俄州代顿市再传枪声。一名
枪手于午夜时分出现在当地一处热闹
的酒吧街向路人开火，事件最终造成
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10人死亡，其中
枪手被迅速赶到的警察击毙，另有26
人受伤。

“顽疾”难除

在美国，枪支暴力多年来不仅没
有被根除，反而呈现连年上升的趋
势。据美国非营利组织美国枪支暴
力档案室统计，截至8月4日，美国在
2019 年已经发生了超过 250 起至少
造成 4 人死伤的枪击事件；与此同
时，与枪支相关的死亡总人数已达
8700多人。

此外，许多震惊全美的枪击案也
都发生在近几年。例如 2017 年拉斯
维加斯一场音乐会中发生枪击，导致
58人死亡，超过800人受伤；2016年奥
兰多市一个酒吧发生枪击，导致49人
死亡，50多人受伤。

不断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使得
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强烈呼吁加强枪
支管控，然而相关立法却行动缓慢。

美国国内的拥枪势力往往会援引
宪法第二修正案，反对政府限制拥枪
权利。此外，势力强大的全国步枪协
会也具有惊人的政治影响力，一些议
员因从步枪协会收取大量资金援助，
或惧怕遭到步枪协会攻击，因此不愿
推动控枪立法。

分析人士指出，每次重大枪击案
发生后，美国政府往往仅对枪支购买
规定进行象征性调整，这表明目前美
国社会拥枪势力的影响力仍难以撼

动。与此同时，过往经验表明，历次美
国大选期间，拥枪派选民在选举中的
投票热情往往高于控枪派，并会激烈
抵制支持控枪的候选人。在党派纷争
和集团利益的绑架下，枪支管控在美
国难以实现。

分裂加剧

此次的两起枪击案除了引发关
于控枪的又一轮辩论外，埃尔帕索市
枪击案中暴露出枪手具有明显的仇
恨外国移民情绪，给美国社会增添了
新的不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美国
社会不同族群间的矛盾与对立日益
严重，而一些涉嫌煽动种族仇恨的争
议性言论更加刺激了凶手的“仇恨犯
罪”心理。

在这些争议性言论中，特朗普为
争取白人选票而频打种族牌的做法尤
其受到批评。《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
称，特朗普不仅不提倡团结和理解，反
而鼓励分裂和歧视。在每一个关键时
刻，他都同拥枪者站在一边。

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也
公开撰文称，种族主义一直是美国未
能清除的毒素，特朗普为了实现政治
利益而挑起种族话题，但后果却十分
危险。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美国社会持
枪犯罪持续上升并与种族矛盾和政治
极化相互作用，本就难解的枪支暴力

“顽疾”又增添了新的“病因”，未来将
越发难以“治疗”。

记者 刘 阳 徐剑梅 孙 丁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4日电

美国枪支暴力缘何愈演愈烈
核心
提示

美国在不到一
天时间内接连发生
两起大规模枪击事
件，共造成至少29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分析人
士指出，枪支暴力已成为美国
社会不折不扣的“顽疾”，政府
在“控枪”还是“拥枪”的争论中
毫无作为，恶性枪击事件却越
来越频繁。而本次大规模枪击
事件中又出现了反移民倾向，
显示美国社会种族日益分裂
对立的政治环境正在成为枪
支暴力“顽疾”的“新病因”。

一言不合就“退群”，肆意挑起对
多国的贸易争端，严重破坏世界贸易
组织规则……美国一些人屡屡上演无
视国际规则的闹剧，透射出背信弃义、
挑战底线的霸道实质。最近，美国一
些人变本加厉，就世贸组织发展中成
员地位问题发布备忘录，要求世贸组
织90天内改变规则，不然美方可能单
方面采取行动。这种无视秩序、破坏
规则的举动，引起国际社会普遍担心：
美国一些人莫非真要挑起一场“全球
贸易战争”？

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基石，不
是任何一个成员或少数几个成员的私
产，其权威和效力应得到尊重和维护。
在世贸组织164个成员中，近2/3是发

展中成员。“特殊与差别待遇”是世贸组
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其
目的在于保护发展中成员受到公平对
待。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都主张，无
论世贸组织怎么改革，都必须维护这
些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任何规则的
制定和修订，都必须尊重世贸组织成
员的普遍意愿。任何无视世贸组织规
则严肃性的举动，都是背离公道。

美国一些人应当认真反思，究竟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在世贸组织先后
提交的两份关于发展中成员地位问题
的提案，都受到普遍反对。显然，他们
没有站在人心的一边，没有站在正义
的一边，就必然处处碰壁，不能得逞。

国际社会任何一个成员，都不能
轻视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应关系。当

前，美国一些人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在
世界舞台上“极大化滥用”权利，极端
利己主义无限膨胀，根本不肯考虑美
国作为一个大国理当承担的国际义
务。他们甚至认为，履行国际义务就
等同于“美国吃亏”。他们以所谓公平
公正为名鼓噪修改规则，从不在意什
么是公道正义，认为保住自己“世界第
一”的地位是胜过一切的要务。

无视规则，就是违信背约，必然受
到正义的谴责和规律的惩罚。针对美
方多次阻挠任命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法
官，导致上诉机构因人手不足面临停
摆窘境，114个世贸组织成员6月联合
发表声明，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世贸
组织司法任命的阻扰。针对美国退出
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
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来自国际
社会的批评之声持续不断。美国彼得
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弗雷
德·伯格斯滕的看法很有代表性——
美国的单边做法是在“孤立自己”，不
会有任何国家追随它。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21 世
纪，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前所未有的
紧密，改善并加强全球治理的需要前
所未有的迫切，国际社会成员共同制
定的代表各方共同利益的国际规则不
容破坏。任何将一己私利凌驾于国际
规则之上，大搞单边主义的行径注定
失败。

人民日报8月5日署名文章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国际规则不容破坏
——评美国一些人的背信弃义②

钟 声

上图：8月4日，在美国俄亥俄州
代顿市，民众参加悼念枪击案遇难者
的守夜活动。 新华社发

下图：8月4日，在美国得克萨斯
州埃尔帕索市，人们在发生枪击事件
的沃尔玛超市附近悼念受害者。

新华社记者 王 迎 摄

链接 LIANJIE

据新华社首尔 8 月 5 日电
（记者何媛）韩国近日密集出台系
列措施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以
应对不断升级的日韩贸易摩擦，减
轻多个产业对日本的依赖。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5 日宣
布，韩国政府将在半导体、汽车和
基础化学等六大领域选定 100 种
关键战略产品，通过多重措施保障
其稳定供应，同时提高原材料、零

部件和设备产业的国产化程度，增
强国内产业竞争力。

根据方案，一年内，韩国将通
过进口来源多元化以及扩大本国
生产规模等措施，确保 20 种关键
战略产品的供应；七年内，韩国将
投入7.8万亿韩元（约合64.2亿美
元）支持 80 种关键战略产品的研
发，并力争五年内实现这些产品国
产化。

韩国积极应对日韩贸易摩擦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8月4
日电（记者易爱军） 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4日宣布，土耳其军队将
进入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以东的
库尔德武装控制区开展军事行动。

埃尔多安当天在土耳其西北
部城市布尔萨出席活动时说，只要
针对土耳其的“骚扰炮火”持续，土
方就不能保持沉默。“我们曾进入
（幼发拉底河以西的）阿夫林、杰拉
卜卢斯、巴卜，现在我们要进入幼

发拉底河以东地区。”
他说，土方已将此事知会美国

和俄罗斯。
2018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后，土耳其推迟
在叙利亚可能采取的新一轮军事
行动。双方开始就在叙北部建立

“安全区”问题开展磋商，但迄今未
能达成一致。近来，土耳其不断向
与叙利亚北部“人民保护部队”控
制区接壤的土耳其边境增兵。

土耳其军队将进入叙北部地区

新华社芝加哥8月4日电（记者
汪平）美国芝加哥市4日接连发生两
起枪击事件，共造成9人受伤，其中1
人伤势严重。

芝加哥警方对媒体说，当地时间
4 日凌晨 1 时 20 分左右，芝加哥西部
的道格拉斯公园内有一些人正在聚
会，突然有枪手从一辆停着的轿车中
朝聚会人群开枪，导致7人受伤，其中
1人伤势严重。部分伤者被立即送往
附近医院救治。

警方说，伤者均是20岁左右的年
轻人。事发后警方立即将该公园封
锁，目前仍不清楚枪手的动机。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数小时后，就
在公园几个街区之外又发生一起枪击
事件，造成两人受伤。

警方目前正在全力调查这两起事
件，尚无任何嫌疑人被捕。

由于帮派仇杀等原因，芝加哥多
年来治安不佳，枪击等暴力事件频发。

芝加哥接连发生两起
枪击事件致9人受伤

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和主要反对派“自由与变革联盟”8月4日在首
都喀土穆签署关于组建国家过渡时期治理机构的“宪法宣言”首份协议。
图为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达克卢（右）和苏丹反对派“自由与变革
联盟”主要领导成员拉比在签署协议仪式上握手。 新华社发

苏丹军方与反对派“握手言和”

埃及卫生部5日发表声明说，首都开罗市中心4日深夜多车相撞后发
生爆炸，造成至少16人死亡，另有21人受伤。图为8月5日凌晨在埃及首
都开罗拍摄的爆炸现场。 新华社发

埃及首都开罗发生爆炸

据新华社首尔 8 月 5 日电
（记者陆睿 耿学鹏） 韩国和美国
5 日启动 2019 年下半年联合军事
演习，军演将在指挥所采取电脑模
拟的方式进行。

据韩联社援引韩国军方匿名
人士的消息报道，5日起至8日韩
美举行针对各种局部“挑衅”和与
反恐相关的危机管理参谋训练，之
后从11日开始举行以朝鲜半岛战

时状态为假设的正式演习，正式演
习约持续两周。

韩国军方并未公开本次军演的
名称、日程和规模。在国防部举行
的例行记者会上，韩军联合参谋本
部公报室室长金俊洛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表示，为实现战时作战指挥权
的移交，检验韩军的基本作战能力，
韩国军方正在筹备下半年联合军事
演习，将择机公布演习名称等内容。

韩美启动2019下半年联合军演

据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5 日答记者问
时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干预香港事
务，并强调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方
贯彻“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
定的坚定决心。

有记者问：8月2日，美国会汤
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
联邦众议员史密斯、麦戈文联名致
函美国务卿蓬佩奥和商务部长罗
斯，敦促美政府不为“镇压”香港的

“和平示威”活动提供帮助，反对将
游行示威定性为“暴乱”。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美方有关人士言
论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用心险恶，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她说，当世人目睹激进暴力分
子用铁棍打砸、冲击立法会和中联
办大楼，肆意破坏公共设施，阻碍
公共交通，非法储存危险物品和攻
击性武器，用致命手法袭击警察，

围殴甚至咬断警察手指，污损国
徽，亵渎国旗，美方居然还有人称
这是“和平示威”？！任何有良知的
人都会认为，这些暴力行径早已越
过文明社会的底线，越过和平示
威、自由表达意见的边界，严重践
踏香港法治，严重威胁香港市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严重触碰“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

华春莹说，美方避而不谈、视
而不见自己国内普遍存在的警察
滥用权力、暴力执法等问题，却对香
港警察的专业坚守、忍辱负重和文
明执法横加指责，甚至污蔑攻击，只
会让世人更加看清美方的傲慢与偏
见、伪善与冷血、自私与霸道。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停止纵
容暴力违法分子，停止破坏特区政
府依法施政，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方贯彻‘一国
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
决心。”华春莹说。

外交部再次
敦促美方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