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路通告
因绥珠线（G306）马道岭隧道

出现病害，需要维修加固，现予以
隧道封闭。

封闭路段：绥珠线 K66+200
（宁津屯）至K81+500（南桥），封闭
期间，请过往车辆绕行。

绕行路线：绥中→绥珠线（宁
津屯大桥）右转→大养线（途径：小
石门、韩屯、杨树湾子）左转→杨南
线（途径：三合屯、二道河子、黑山
科）右转→绥珠线→建昌。

封闭期限：2020 年 9 月 3 日-
2021年5月31日。

特此通告。
建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建昌县公路管理段
2020年9月3日

这是9月3日在波兰东部的皮亚斯基村拍摄的迁徙的候鸟群。 新华社发

候鸟迁徙

9月4日，救援人员在黎巴嫩贝鲁特发现生命迹象的居民区瓦砾中开
展搜救工作。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一支携带搜救犬的搜救队3日晚
上在一个居民区的瓦砾下发现生命迹象，搜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贝鲁
特港口区8月4日发生剧烈爆炸，造成至少190人死亡。 新华社发

贝鲁特大爆炸
瓦砾下发现生命迹象

9月3日，在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举行的抗议示威活动中，一名示
威者点燃蜡烛悼念非洲裔男子丹尼尔·普鲁德。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
非洲裔男子丹尼尔·普鲁德3月遭警察执法后窒息死亡。这一事件本周
曝光后，当地7名警察9月3日遭暂时停职，罗切斯特市和纽约市等多地
民众当日举行抗议示威活动。 新华社发

美国民众抗议非洲裔男子
遭警察执法后窒息死亡

上图：9月3日，在巴西首都巴西
利亚，亲属参加一位新冠死亡患者的
葬礼。

下图：9月3日，在巴西里约热内
卢，医务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时警
察在旁巡逻。

据巴西卫生部3日下午公布的新
冠疫情数据，巴西过去24小时新增确
诊病例 43773 例，累计确诊 4041638
例；新增死亡病例 834 例，累计死亡
124614 例 ；累 计 治 愈 病 例 3247610
例。专家认为，疫情在巴西的传播速
度已出现减缓迹象。 新华社发

巴西新冠确诊病例破400万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9月3
日电（记者陈威华 赵焱） 由中
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驻里约热内卢
总领馆举办的“中国巴西（里约）云
上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3日举行
开幕式。与会中巴嘉宾表示，服务

贸易是两国合作重点领域，有很大
提升空间。

中国巴西（里约）云上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于 9 月 3 日至 11 日
在线上举办，旨在推动疫情期间中
巴交流与务实合作。

中国和巴西推动服务贸易合作

据新华社新德里9月4日电
（记者姜磊）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
邦古德洛尔地区一家鞭炮厂 4 日
发生爆炸，当地官员说事故造成至
少7人死亡、2人受伤。

这名官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电话采访时说，爆炸发生在4日上
午，受伤的 2 人伤势严重，正在医
院接受救治。

另据印度媒体报道，所有死伤
者都是鞭炮厂的工人，工厂的老板
也在爆炸中丧生。

印度一鞭炮厂爆炸至少7人死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4 日电
（记者顾梓峄） 阿富汗政府 3 日
说，已释放最后一批400名塔利班
在押人员，但有少数在押者属于例
外、未予释放。

法新社报道，两名塔利班成员
确认已有 400 名在押人员被阿政

府释放，但仍有几人因法国和澳大
利亚的反对而没有获释，原因是法
国和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他们先前
在阿富汗参与杀死法国与澳大利
亚平民和军人。阿政府与塔利班
在多哈谈判期间，这些在押人员将
被转移至多哈接受看押。

阿富汗释放400名塔利班人员

据新华社柏林 9 月 3 日电
（记者张毅荣） 2020 年德国柏林
国际消费电子展 3 日开幕。受新
冠疫情影响，今年展会举办时间缩
短至 3 天，但在线上线下同时举

行，在采取防控措施的前提下设有
现场活动。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
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重要展
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2020年柏林消费电子展开幕

据新华社阿克拉9月3日电（记
者许正 郭骏） 阿布贾消息：尼日利
亚警方3日说，该国尼日尔州一银行2
日遭持枪劫匪袭击，造成11人死亡。

警方说，一伙持枪劫匪骑着 4 辆
摩托车试图冲击这家银行，后被警方
击退弃车逃跑。在与警方交火中，6
名劫匪被击毙。一名警察、两名安保
人员和两名平民在交火中死亡。

尼日利亚一银行遭袭
致11人死

●厄瓜多尔国防部3日在厄首都
基多举行中国国防部援厄抗疫物
资线上交接仪式。

●《哈萨克斯坦实业报》网站3日
播放自制纪录短片《不忘历史教
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韩国政府4日宣布，将原定于
本月6日结束的首都圈加强版防
疫措施延长一周，同时继续在全
国实施保持社交距离第二阶段政
策直至本月20日。

●法国政府3日宣布，推出总额
约 1000亿欧元的经济重振计
划，以应对新冠疫情蔓延给法国
经济带来的挑战。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4
日说，新西兰现有防疫限制措施
至少将维持至9月中旬。

●一名来自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
16岁少女用不到15个小时游泳
横渡英吉利海峡。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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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富、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
官杰夫·贝索斯的前妻麦肯齐·斯科特
成为全球最富有女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日报道，美
国彭博新闻社亿万富豪指数数据显示，
斯科特的财富净值达到680亿美元，超
越法国欧莱雅集团继承人弗朗索瓦
丝·贝当古·梅耶尔拥有的668亿美元。

斯科特 2019 年与贝索斯签署离
婚协议，分得贝索斯所持亚马逊股份
的四分之一。 据新华社专特稿

贝索斯前妻
成世界女首富

（上接第一版）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
藏方略，落实辽宁省委、省政府关于援
藏工作的工作安排，坚决完成好对口
支援西藏那曲任务，助推那曲实现高
质量发展。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勇于面
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以压倒
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
和勇气，敢于斗争，善于创造，锲而
不舍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鞍山市

铁东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钱雷
感叹：“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他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政法干警，
一定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时刻牢
记政法干警的光荣使命，以昂扬向
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积极投身到
审判实践工作中，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推动法治中国建设，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沈阳市
沈河区朱剪炉街道格林豪森社区党
委书记刘姝表示，家和则国兴，作为
基层社区干部，要发挥好基层党组

织作用，做好公民爱国主义教育，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秉承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好基层的各项
服务工作。

“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倍感振奋，
更激发了我前行的力量。生活在新时
代，我们有我们的幸运，更有我们的责
任，有义务把无数先烈开创的伟大事
业推向前进。”沈阳微拓科技公司创始
人黄柳舟表示，要立足行业，开拓创新，
打造核心竞争力，以科技创新服务社
会需求，用专业技术为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

弘扬抗战精神 汇聚奋进力量

据新华社莫斯科 9月 4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亚欧地区记者报道：
俄罗斯科研人员4日首次在国际学
术刊物上报告了俄“卫星V”新冠疫
苗 1 期和 2 期临床试验结果。同时
俄卫生部发布本国“优先接种新冠
疫苗群体”意见书。乌克兰、白俄罗
斯分别向世界卫生组织和俄罗斯求
助引进新冠疫苗。

英国《柳叶刀》杂志4日刊载了

俄“卫星V”疫苗1期和2期临床试验
结果：注射疫苗的志愿者均产生了
稳定的免疫应答；与新冠患者相比，
这些志愿者的抗体水平高出40%至
50%；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

俄政府主办的“遏制新冠病毒”
网站说，“卫星V”疫苗3期临床研究
已于8月25日开始，约4万人参加，
预计将有20家医院追踪观察疫苗效
果，跟踪研究时间将持续到2022年

12月31日。据俄卫生部公布的意见
书，医疗、教育、警察、公共交通、商
贸、宾馆餐饮等行业工作人员和高校
学生、应征入伍人员将优先自愿接种
新冠疫苗；在俄军中，军医和各级指
挥员将优先自愿接种新冠疫苗。

俄防疫指挥部4日报告说，过去
24 小时俄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5110
例，累计1015105例；累计死亡17649
例；累计治愈832747例。

俄发布新冠疫苗临床试验报告

金风送爽，华灯璀璨。4日晚，位
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国家会议中心，一
场全球服务贸易的盛会如约而至。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
段时间内阻隔了我们的相聚，但阻挡不
了服务贸易发展的脚步，阻断不了我们
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信心和行动！”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0 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
会上的致辞，通过电视和网络信号，传
遍神州大地、播向五湖四海。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
国举办的首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重大
国际经贸活动，世界为之关注。

20 时 03 分许，现场响起热烈掌
声，习近平主席通过视频方式在峰会
上致辞。

“中国克服重重困难，举办这样一
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就是要同大家
携手努力、共克时艰，共同促进全球服
务贸易发展繁荣，推动世界经济尽快
复苏。”习近平主席指出。

在习近平主席致辞后，阿根廷总
统费尔南德斯、泰国总理巴育、韩国副

总理洪楠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秘书长基图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
准等多位外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先后发表视频致辞。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聚首，这是
一场危中育机的盛会。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
大变局加速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
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国际贸
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世界经济增长动
力何在？

中国搭台，诚邀各国共奏合作共
赢的新乐章——

“希望以此为契机，搭建起平台和
桥梁，让各国人民充分展示服务贸易
领域新发展新突破，共同享受人类社
会发展进步新技术新成果。”习近平主
席道出举办此次服贸会的重要意义。

四层大会堂内，各方嘉宾凝神倾听。
此次服贸会，共有来自 148 个国

家和地区的 1.8 万家企业和机构、10
万人注册参展参会。在未来几天内，

上百场活动将密集举办。
“在服务业领域，中国不仅是需求

方，而且是助推器。”阿根廷总统费尔
南德斯在致辞中如是说。

中国倡议，各方共享服务贸易增
长红利——

“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
“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
“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
……
十多分钟的致辞中，习近平主席

就服务业开放合作提出3点倡议，提出
支持组建全球服务贸易联盟、支持北
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
区等诸多主张和新举措。会场内，现
场嘉宾边听边记、频频点头表示认同。

中国开放，昭示经济发展大势
方向——

从金融市场开放“蹄疾步稳”到下
调关税、积极扩大进口；从《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出台，到2020
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
减；从“云上”的广交会，到线上线下结
合的服贸会，再到紧锣密鼓筹备中的进

博会……这些行动，折射出的是中国开
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明确信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彼
此依存，利益交融前所未有，以诚相
待、普惠共享是根本之计”；

“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
开放平台，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
放新格局”；

“让我们齐心协力、携手前行，以坚
定的步伐走出人类历史上这段艰难时
期，共同迎接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
习近平主席的话铿锵有力、掷地

有声。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基

图伊有感而发：“此次服贸会的主题与
联合国贸发会议所追求的共同繁荣目
标不谋而合！”

21时许，峰会结束。
国家会议中心综合展区，开放求

索的“北京门”向世人敞开，从北京辐
射全国，中国联通世界，共同迎接更加
美好的明天。

据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以坚定的步伐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侧记

新华社记者

国内·国际
GUONEI GUO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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