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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9日通过
题为“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人权影
响”主席声明，指出新冠肺炎大流
行导致生命消逝，影响人们生活，
对经济社会造成冲击，对人权造
成负面影响。只有加强国际合
作，团结一致，践行多边主义，发
挥国际组织作用，才能有效抗击
新冠肺炎大流行。

●世界卫生组织29日正式启动
新冠疫情应对技术“获取池”倡议，
希望通过这一信息共享平台推动
所有人都能获得新冠疫苗、检测试
剂、治疗方法和其他卫生技术。

●俄罗斯外交部29日晚针对美
国白人警察日前粗暴执法致非裔
男子死亡一事做出评论，认为美
国人权系统性问题积累已久。

●印度中央统计局29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印度2019-2020财
年（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经济增速为4.2%，远低于上
一财年6.1%的增速。

●意大利民事保护部29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意大利现有新冠患
者人数比前一天减少1811人，降
至46175人。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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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路通告
因省道绥三线凌源白杖子段

（尧 杖 子 中 桥 及 引 线 K172.080-
K174.050）养护工程施工，此路段全
幅封闭。

请过往车辆按绕行路线行驶：1.
去往三十家子方向的车辆绕行：荼
棚（老宽线）至凌源至三十家子（京
沈线）。2.去往绥中、沟门子方向的
车辆请绕行：三十家子（京沈线）至
凌源至荼棚（老宽线）。

封闭时间：2020 年 6 月 5 日至
2020年9月20日

由于工程施工造成交通不便，
敬请谅解。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凌源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5月28日

封路通告
因 省 道 北 杨 线（K269.255-

K271.900）养护工程施工需封闭交

通。其中K269.255-K271.241段全幅

封闭交通，过往车辆绕行绥珠线、四

百线；K271.300-K271.900 段半幅封

闭交通，半幅正常通行。

封闭时间：2020 年 6 月 5 日至

2020年8月31日。

因工程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凌源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5月28日

封路通告
因京沈线路面养护工程施工需

要，拟对京沈线 K644+784-K654+
899路段实施半幅封闭。封闭日期：
2020 年 5 月 30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请过往车辆按现场交通指示标
志绕行。

绕行路线：皂力营子村➝海同
线➝阜新互通➝阜盘高速公路北
延伸线➝阜新东互通➝海州营子。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

警察大队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交通事务服

务中心
2020年5月29日

封路通告
因沈营线(兰旗堡K157+556-后

石小桥 K183+755)中修工程施工需

要,需对沈营线(兰旗堡 K157+556-

后石小桥 K183+755)区段进行全幅

封闭，封闭期限为2020年6月3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封闭期间请过往

车辆绕行大盘线、黑大线、金牛山大

街、营大线。

特此通告。

营口市交通事务中心

大石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20年5月29日

封路通告
根据省、市公路管理部门工作计

划安排，需对阜锦线靠山屯桥，起止

点桩号：K61+004至K61+058路段实

施桥梁改建工程，需全幅封闭，便道

绕行。封闭期间请广大市民和司机

绕行。

封闭期限：2020 年 6 月 3 日至

2020年9月30日

义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义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2020年5月29日

封路通告
根据省、市公路管理部门工作计

划安排，需对庄西线开州桥，起止点

桩号：K302+850至K302+872。三家

子桥，起止点桩号：K313 + 750 至

K313+764。上述路段实施桥梁改建

工程，需全幅封闭，便道绕行。封闭

期间请广大市民和司机绕行。

封闭期限：2020 年 6 月 3 日至

2020年9月30日

义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义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2020年5月29日

封路通告
因国道绥珠线凌源北大桥至刘

家 窝 铺 段（K169.850- K176.650、

K179.725-184.000）养护工程施工，

施工期间实施半幅封闭交通，半幅正

常通行，请过往车辆和行人注意安

全，减速慢行。因工程施工给您带来

的不便敬请谅解。

封闭时间：

2020 年 6 月 5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日。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凌源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5月28日

封路通告
根据省、市交通管理部门工作计

划安排，对通武线中修，牵马岭至二

沟，起止点桩号：K484+083至K514+

513。张家湾至少为营，起止点桩号：

K529+656 至 K551+215。上述路段

需半幅封闭半幅通行。其中：小粒屯

东、南、中桥、岔路沟桥、孙佰屯桥、三

沟桥桥梁改建，全幅封闭便道绕行。

封闭期限：2020 年 6 月 3 日至

2020年9月30日

义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义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2020年5月29日

封路通告
铁 岭 市 清 河 区 省 道 草 开 线

K101+683公里处养马大桥，因此桥

经检测鉴定为险桥，现予以全幅封

闭，封闭区间为 K101+650—K101+

700 处，经省设计院现场勘察，合理

设计便道，路面宽7米，封闭期间禁

止任何车辆和行人进入封闭路段，

擅自进入发生事故后果自负，给您

行车带来不便请谅解。

铁岭市清河区交通运输局
铁岭市公安局清河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5月28日

封路通告
根据省、市公路管理部门工作计

划安排，对辽小线大东沟桥实施危桥
重建工程，为保证工程顺利实施及安
全施工，需要对辽小线 K76+294 至
K76+544路段进行全幅封闭。封闭时
间 2020 年 6 月 5 日至 2020 年 11 月 4
日，请一切过往车辆和行人按交通标
志绕行。绕行路线：

大东沟西去往黑山方向：大市镇

——北镇市——正安镇——蹇屯——

黑山

大东沟东去往义县方向：蹇屯

——正安镇——北镇市——大市镇

——义县

北镇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北镇市交通服务中心（北镇市交通集团）

2020年5月29日

北大线 奈北线 奈北线 辽小线

奈北线 奈北线 北大线

辽小线

封路通告
因省道赤锦线 K49+505 处一棵

树桥；老宽线K8+166处洼子店三号
桥；小叶线 K51+243 处博古苏桥、
K66+275 处山湾子桥、K116+847 处
新城四号桥、K119+808处封山沟桥、
K133+038处仓子北桥、K135+403处
娘娘庙北桥、K141+884 处姜湾子桥
出现严重损坏，需拆除重建施工，经
上级批准，自2020年6月4日至2020
年 9 月 30 日对上述 9 座桥梁进行全
幅封闭。为保证车辆和行人安全请
绕行桥位附近便道，雨季便道封闭禁
止通行，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建平县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5月30日

封路通告
由于2020年沈阳市国道绥沈线

（康法交界至法库镇段）养护工程施
工，封闭路段起止桩号为：K666+
137.211—K371+364。

绕行线路：
1.法库去往康平方向，绕行沈康

高速（法库至康平段）康平来法库方
向反之。

2.法库去往康平方向，绕行法哈
线至和平乡至东张线至郝官屯至康
平县内；康平来法库方向反之。

封闭时间：2020 年 5 月 30 日至
2020年8月31日。

法库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与行
政执法中心

法库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5月30日

5月29日，在日本东京，医护人员观看飞行表演。当日，日本“蓝色冲动”空中飞行表演队在东京进行飞
行表演，向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人员致敬。 新华社发

日本：飞行表演致敬医护人员

新华社平壤 5 月 30 日电
（记者洪可润 江亚平）据朝中社
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 30 日就
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发表谈话，表示支持中国为了香港
的安定与繁荣采取措施。

该发言人在接受朝中社记者
采访时说，根据中国宪法与香港基
本法，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日
前通过的相关决定是合法举措。
朝方完全支持中国党和政府为维
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在维护领土完

整与“一国两制”制度的基础上为
保障香港的安定与繁荣所采取的
措施。

他说，近年来，香港事态严重
威胁“一国两制”原则与中国国家
安全，助长香港社会混乱，这是企
图分裂中国的外部势力及其追随
势力的阴谋。

他表示，香港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使主权，适用中国宪法，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
问题完全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国家
与势力都无权对此说三道四，朝方
对于危害香港安定与社会经济发
展的外部干涉行为表示坚决反对。

朝方表示支持中国全国人大
通过涉港国安立法决定

据新华社柏林5月 30日电
（记者任珂 张远）德国政府发言
人赛贝特 30 日在柏林表示，鉴于
当前新冠疫情，德国总理默克尔不
会前往美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

赛贝特对媒体表示，默克尔同
时也会持续关注疫情发展，以重新
评估形势。

今年七国集团峰会由美国主
办，原计划于6月在马里兰州总统

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受疫情影响，
白宫3月宣布此次峰会将以视频会
议形式举行。但美国总统特朗普
本月20日说，美国和其他成员国已
开始从疫情中恢复，他考虑于原定
或相近时间在戴维营召开七国集
团峰会，这将是“正常化”的重要标
志。默克尔20日在一场记者会上
表示，无论此次峰会以何种形式举
行，她都会为多边主义而奋斗。

德国政府发言人称默克尔将
不会赴美参加七国集团峰会

据新华社联合国5月 29日
电（记者尚绪谦） 在5月29日联
合国维和人员国际日到来之际，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纽约
联合国总部向维和人员纪念碑敬
献花圈，缅怀自 1948 年以来在联
合国维和行动中殉职的3900余名
维和人员。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花圈安放
仪式只有古特雷斯一人出席。古
特雷斯随后主持视频授勋仪式，向
2019年殉职的83名维和人员追授

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
古特雷斯在授勋仪式上说，尽

管疫情改变了纪念仪式的形式，但
不能改变目前正在13个任务区执
行任务的超过9.5万名维和人员的
奉献、牺牲和无私精神。联合国维
和人员在继续执行和平使命的同时
抗击疫情，保护当地平民和他们自
身的安全，联合国为他们感到骄傲。

今年联合国维和人员国际日
的主题是“妇女参与维和：和平的
关键”。

联合国缅怀殉职的维和人员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5月29日
电（记者徐烨 王瑛） 委内瑞拉
国家人权委员会执行秘书拉里·德
沃日前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美
国对委单方面非法制裁严重影响
委国内抗疫工作。

德沃说：“美国不断加码的制
裁措施剥夺了委政府从国外正常
采购药品和防疫物资、让人民享受
高质量医疗服务的权利。”他说，

“我们无法在国际上自由购买人民

所需的基本物资，在抗击新冠疫情
期间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他说，委政府多次要求美国在
疫情期间取消对委经济制裁，但近
两月来美国不仅毫无收敛，还派出
数艘全副武装的军舰以“禁毒”之
名在委领海附近不断巡逻，对委实
施海上封锁并进行军事威胁。“委
内瑞拉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
受到美国制裁影响，美国的所作所
为足以构成危害人类罪。”

委内瑞拉官员：美国非法制裁
严重影响抗疫工作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28日审议通过《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的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
法律。海外华侨华人坚决支持全国人
大推动涉港国安立法，认为这是填补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漏洞的正当之
举、必要之举，有助于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保障香港长治久安
和繁荣稳定。

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
发表声明说，当前形势下，从国家层面
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执行机制，将彻底改变香港国安
领域长期“不设防”状况，维护国家和
香港安全稳定，确保“一国两制”在香
港实践行稳致远。

秘鲁最大华侨华人组织中华通惠
总局发表声明说，建立健全香港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势在
必行、刻不容缓。全国人大通过立法
打击反中乱港势力，促进香港稳定繁
荣，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孟加拉国华侨华人联合会、孟加

拉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表联合声
明说，国安立法是各国通例。香港问
题是中国内政，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也是中国内政，正当性、合法性无可置
疑，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加拿大蒙特利尔华人社区发展委
员会主席余绍然说，全国人大启动涉
港国安立法非常及时、非常必要，将有
助于筑牢“一国两制”制度根基，保障
香港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相信随着
香港国家安全屏障的构筑，“一国两
制”必将行稳致远。

澳大利亚澳中商业峰会主席杨东
东说，“修例风波”以来发生在香港的
乱象凸显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
在法律制度漏洞和执行机制缺失。全
国人大启动涉港国安立法是天经地
义、拨乱反正的必要举措，对于维护香
港繁荣稳定意义重大。

乌克兰华侨华人协会会长李学刚
说，国泰于法正，民安于律清。全国人
大从国家层面解决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方面问题，断绝外部势力乱港妄想，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是依照宪法和基本法行使权力、履行
责任的必然选择。

塔吉克斯坦华人华侨联合会荣誉
主席韩东起说，香港繁荣发展来之不
易，必须坚决捍卫“一国两制”、止暴制
乱，让“港独”分子无处遁形。涉港国
安立法将堵塞国家安全法律漏洞，为
香港长治久安保驾护航，这让全体中
华儿女倍感振奋。

白俄罗斯华侨华人协会会长刘洋
说，香港的稳定、团结和发展不容破
坏，维护国家主权、根除“港独”顽疾、
恢复香港稳定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
望。全国人大启动涉港国安立法是民
心所向、众望所归，必将保障香港走出
乱局，再度出发。

缅甸曼德勒省缅中友好协会副会
长李祖清说，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中国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确保“一
国两制”在港实践行稳致远、保障香港
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合
理合法、不容干涉。

匈牙利福清同乡会会长黄明辉
说，从国家层面推进香港维护国家安

全立法是十分正确的决定，是完善“一
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必要之举。涉港
国安立法有利于阻断外部反华势力在
香港从事不法活动，进一步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阿联酋华侨华人联合会代主席徐
小平说，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
基石。从国家层面推进香港维护国家
安全立法是筑牢国安堤坝的重大举
措，是依法治港、止暴制乱的正义之
剑，是维护“一国两制”、保障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的坚固基石。

津巴布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
长王新举说，全国人大启动涉港国安
立法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有利于
有效防控国家安全风险、维护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为“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针的准确贯彻提供更
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巴拿马中华总会秘书长周健说，
香港局势的发展凸显建立健全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全国人大启动涉港国安
立法将及时填补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
方面的法律漏洞，是维护香港长治久
安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

维护国家安全 保障香港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海外华侨华人坚决支持全国人大推动涉港国安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