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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路通告
因沈环线北台大桥（左幅）

拆除重建，需将该桥全幅封闭，

北台大桥（右幅）中间采用水马

分隔双向两车道通行，限速

40Km/h，限载 49t,车辆间距不

小于10m，禁止车辆桥上排队，

禁止桥上停车。

封闭时间为2022年6月16

日至2022年10月30日。

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按

照施工现场设置的交通标志牌

行驶。

特此通告。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封路通告
因省道库盘线（汪昌营子至

建设段）路面修复养护工程施工

需要，拟对库盘线 K30+905—

K51+058段实施半幅封闭。封

闭日期：2022年6月7日—2022

年10月31日。施工期间，道路

半幅开放交替通行，请过往车

辆按施工现场交通指示牌减速

安全通行。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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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山公路建养有限公司

封路通告
因省道敖喀线K64+999处

的化石里沟一号桥、K85+863

处的三元井桥、K103+161处的

扎塞营子小桥；省道老宽线

K26+192 处的东小桥、K33+

560 处的中官桥；省道小叶线

K46+374处的东岗岗桥出现严

重损坏，需拆除重建施工。经

上级批准，自 2022 年 6 月 22 日

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对上述 6

座桥梁进行全幅封闭施工，过

往车辆请绕行桥侧位施工便

道，降雨时便道将进行管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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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路通告
因柞本线胜利小桥（桩号

K234+502.5—K234+511.5）拆
除重建，需对该道路全幅封闭，
途经该小桥去往本溪县高官方
向车辆绕行路线：S304小灯线—
S106沈环线—肖家河桥—高高
线（双向往返）

因小灯线房身沟桥（桩号
K44+789.3—K44+798.7）拆除
重建，需对该段道路全幅封闭，
途经该小桥去往高台子方向车
辆绕行路线：小小线—药都大
街—木兰路—本石线—高高线

（双向往返）
因小灯线塔峪中桥（桩号

K39+712.8—K39+757.2）拆除
重建，需对该段道路全幅封闭
施工，过往车辆请走临时便道。

封闭时间为2022年6月17
日至2022年10月30日。

特此通告。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封路通告
因省级公路西二线（S301）修复

养护工程，现予以全幅封闭，封闭区

间为 K61+700—K86+200，封闭期

间请过往车辆绕行，封闭时限为：

2022年6月21日至2022年11月15

日，给您行车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绕行路线：

泉头镇至东嘎镇方向：绕行路

线1：京抚线→昌宝线→新梨线；绕

行路线 2：京抚线→满八线→双大

线→新梨线；绕行路线3：京抚线→
双大线→新梨线

东嘎镇至泉头镇方向：绕行路

线1：新梨线→昌宝线→京抚线；绕

行路线 2：新梨线→双大线→满八

线→京抚线；绕行路线3：新梨线→
双大线→京抚线

铁岭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昌图大队
昌图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铁岭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昌图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封路通告
因省级公路西二线（S301）

修复养护工程，现予以全幅封

闭 ，封 闭 区 间 为 K37 + 493-

K50+741，封闭期间请过往车

辆绕行，封闭时限为：2022年 6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

给您行车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绕行路线：

开原至泉头镇方向：

二杨线→东张线→昌威线

→京抚线

泉头镇至开原方向：

京抚线→昌威线→东张线

→二杨线

铁岭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昌图大队

昌图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铁岭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昌图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封路通告
因省道 S313 海欢线修复

养护工程施工，定于 2022 年 6

月20日至2022年10月31日对

海 欢 线 K140 + 600- K147 +

616.13 路 段 、海 欢 线 K153 +

200-K162+775.281 路段，以及

海欢线 K185+017 红旗桥路段

实施半幅封闭分段施工。施工

期间请一切过往车辆根据封路

通告指示绕行，请一切过往车

辆和行人注意安全，特此通告。

海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鞍山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朔尔
茨16日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时表示，
两国将进一步加强对乌军事援助。俄
方对此表示，西方领导人访乌“不会让
乌克兰更接近和平”。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16 日
说，北约将在东翼前沿地区部署更多
部队，以加强防御和实现快速增援。

据乌克兰总统网站消息，乌克兰
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到访的法国、德
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四国领导人举行
会晤，就加强乌克兰国防能力、向乌民
众提供经济支持、应对粮食危机、对俄
罗斯进一步制裁施压、乌克兰与欧洲
一体化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泽连斯基向各方介绍了乌克兰局
势相关情况以及乌方在国防领域的优
先需求。他表示，乌方期待获得包括
重武器、火箭炮和导弹防御系统在内
的新援助。

马克龙表示，欧盟国家已向乌克
兰提供经济、人道主义和军事支持，并

将加大支持力度。法国将加强对乌军
事支持，未来数周内将就提供更多“凯
撒”自行榴弹炮做出决定。

朔尔茨表示，德国向乌克兰提供
了大量财政援助和武器，并训练乌军
士兵使用现代武器等。德国与美国、
英国已达成一致，将向乌克兰提供多
管火箭发射系统。

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说，罗正在
向流离失所的乌民众提供一切必要援
助，在边境地区的苏恰瓦已设立人道主
义中心，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港和多瑙
河港口正在协助转运乌克兰粮食。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表示，将努力
确保乌粮食运输、避免粮食危机。

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
夫1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西方国
家领导人访问乌克兰毫无用处，“不会
让乌克兰更接近和平”。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6 日
表示，希望法德意罗四国领导人此次
访问“不要只专注于以增加武器供应

的方式支持乌克兰”，武器供应只会
“延长人民的苦难，对这个国家造成更
大伤害”。

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15日和
16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北约秘
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成员国防
长讨论了如何加强威慑和防御，北约
将在东翼前沿地区部署更多部队，包
括相关武器装备。北约还将设立一种

新的部队模式，将处于更高战备状态
的特定部队预先派遣到特定国家，加
强当地防御并实现更快速的增援。

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成员国防
长还讨论了长期、全面支持乌克兰的
计划，将帮助乌克兰改善与北约军事
系统的互操作性，使其向北约军事系
统过渡。

据新华社基辅6月17日电

俄方称西方国家领导人访乌“无用”
北约秘书长说将在东翼前沿部署更多部队

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
队司令基里洛夫 16 日说，美国已承
认与乌克兰和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
国境内的生物实验室有关，俄方认
为美国的目的是增强其军事生物
潜力。

基里洛夫说，6月9日美国国防部
在其网站公布美国在后苏联空间开展
生物活动情况，承认资助了46个乌克
兰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国防部与乌克
兰科学技术中心存在联系。

新华社莫斯科6月17日电

俄指责美国资助乌克兰生物实验室
旨在增强军事生物潜力

链接

6 月 16 日，在科特迪瓦阿比
让，救援人员搬运滑坡事故遇难
者遗体。

科特迪瓦消防部队 16 日发
布消息说，科经济首都阿比让15
日以来持续暴雨，已有至少 6 人
在暴雨引发的滑坡事故中死亡。

消息说，阿比让西部一处居
民区15日晚发生滑坡事故，造成
房屋坍塌，至少4名成人、两名儿
童死亡。消防部队仍在事故现场
进行搜救。

据了解，科特迪瓦政府于 5
月 27 日启动了一项迁移住户计
划，将转移安置包括事故区域
在内 54 个居民区的约 2.5 万住
户，以应对科特迪瓦雨季频发的
滑坡事故。

新华社发

科特迪瓦南部
遭遇持续暴雨

近日，有媒体公布报告显示，美国
伙同“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和部分欧洲
国家持续在全球范围实施网络窃密监
听。此外，美国政府还要求本国互联
网公司研发针对中国电信设备的攻击
工具。美国要在全球网络空间维持其
霸权的野心昭然若揭。美国这个臭名
昭著的“黑客帝国”正在全球网络世界

“黑”出“新高度”。
美国这个数字世界的“黑老大”一

直企图将全球网络空间控制在股掌
中，中国更是其严密监视和打压的对
象。近年来，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
全”的幌子，不仅持续打压中国电信企
业，还频频施压其他国家封杀中国技
术。美国政府为何如此竭力在全球范
围内打压中国电信企业，真的是担心

“国家安全”吗？恰恰相反，结合这份
报告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电信、互联
网领域排斥他国、推行技术霸权，不过
是为了方便给自己的情报机构“开后

门”，为的是打造和维持以美国为核心
的“网络窃密轴心”。

美国为了方便自己在全球窃密监
听，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在全球搞技术垄
断。一旦自身技术优势地位稍有动摇，
美国政府就会动用各种力量、各种手段
对外国企业进行抹黑、打压，充分暴露
了美国的虚伪面目和霸权本质。美国
媒体曾爆料，美国情报部门操控总部设
在瑞士的加密设备供应商克里普托公
司长达数十年，通过解码该公司的加密
技术窃取超过 120 个国家的机密信
息。法国知名芯片卡制造商金普斯公
司创始人马克·拉叙斯在其撰写的《芯片
陷阱》一书中揭露，美国安全部门对他
进行迫害并强行将金普斯控制权据为
己有，而后利用该公司技术大搞监听。

面对在5G领域技术领先的华为
等中国企业，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事
实依据的情况下，滥用“国家安全”借
口，动用国家力量进行无端打压和制

裁，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径。美国的真
实目的是巩固其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
地位，确保自己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地
进行窃密活动，所谓“国家安全”不过
是美国霸权行径的又一块“遮羞布”。
美国这种做法被事实狠狠打脸。德国

《每日镜报》曾报道，经过多年审查，英
国政府、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及
欧盟委员会等机构都没有发现华为存
在“后门”。而在美国思科提供的设备
中，却经常能发现安全漏洞，更符合所
谓的“后门”描述。

事实上，美国作为“黑客帝国”早
已恶名远播，网络攻击、监听监视“无
孔不入”、劣迹斑斑。美国情报机构的
窃密手段五花八门，包括利用模拟手
机基站信号接入手机盗取数据，操控
手机应用程序、侵入云服务器，通过海
底光缆进行窃密，利用美驻外使领馆
对驻在国窃密等等。美国实施的是

“无差别”监视监听，从竞争对手到盟

友，甚至包括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法国
多任总统等盟国领导人，无不在其监
听范围之内。美国窃密力量庞大，除
了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等情报部
门，美国军队中也有数量惊人的网络
战部队，他们与“五眼联盟”等盟友一
起构成了一张覆盖全球的窃密网络。

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偷窥成瘾、
窃听成癖，如此行径早已引起国际社
会公愤，包括美国的盟友都怒言“不可
接受”。曾曝光美国监听项目的“维基
揭秘”网站创始人阿桑奇说：“不要期
待这个‘监听超级大国’会做出有尊严
和让人尊重的行为。规则只有一个，
那就是没有规则。”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奉劝
美国早日迷途知返，停止针对全球的
恶意网络活动，别再打着“国家安全”
的幌子干欺压别国的勾当。

记者 谢彬彬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美国霸权“黑手”伸向全球网络空间

这是6月15日在瑞士日内瓦拍摄的世界贸易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
议现场。世界贸易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当地时间17日清晨在瑞士日
内瓦落幕。大会在新冠疫情应对、防疫相关知识产权豁免、粮食安全、世
界粮食计划署人道主义粮食采购、渔业补贴、电子传输暂免关税和世贸组
织改革等议题上取得成果。 新华社发

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落幕

这是6月16日在奥地利维也纳拍摄的夏夜音乐会现场。2022年奥
地利维也纳夏夜露天音乐会16日晚在世界文化遗产美泉宫上演。夏夜
音乐会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是维也纳每年夏季的文化盛事。

新华社记者 郭 晨 摄

奥地利维也纳举行夏夜音乐会

新华社华盛顿6月 16日电
（记者孙丁）美国东南部亚拉巴马
州伯明翰市城郊一座教堂16日傍
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
人受伤。

当地警方通报说，警方当地时
间18时22分左右接到报警电话后
赶赴现场。枪击造成2人死亡、1人

受伤。伤者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
伤势未知。一名嫌疑人被逮捕。

通报说，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
进一步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尚不
明确。

据美国网站“枪支暴力档案”
数据，截至16日晚，美国今年已有
超过2万人因枪支暴力失去生命。

美国亚拉巴马州
发生枪击事件致2死1伤

据新华社伦敦6月 17日电
（记者杜鹃 许凤）英国内政大臣
帕特尔17日批准向美国引渡“维
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
桑奇。

英国内政部说，根据英国法院
裁定，没有发现引渡阿桑奇有违他的
人权，包括受到公平审判和言论自由
的权利；在美国期间他将得到适当的
对待，包括与健康有关的待遇。

针对英国内政大臣17日做出
的批准引渡决定，阿桑奇有14天时
间上诉。“维基揭秘”当天证实，下
一步将向英国高等法院提起上诉。

阿桑奇现年 50 岁，2006 年创
办“维基揭秘”网站。2010年，“维

基揭秘”曝光大量阿富汗战争和伊
拉克战争期间美国的外交电报和
美军机密文件，揭发了美军战争罪
行。阿桑奇随即身陷官司，美国对
他提出17项间谍罪名和1项不当
使用电脑罪名的指控。2019 年，
阿桑奇在英国被捕并被判入狱。
随后，美国以“维基揭秘”公布涉美
机密文件危及他人生命安全为由，
要求引渡阿桑奇。

2021 年 12 月，英国高等法院
做出裁决，允许美国政府引渡阿
桑奇，同时高等法院将案件移交
地方法院进行后续流程。此案后
续移交至英国内政部，由内政大臣
做决定。

英国内政大臣
批准向美国引渡阿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