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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以大量数据和事实从 9个方面
介绍了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成就，包括：发
展权利、社会保障权利、民主权利、言论自由
权利、人身权利、少数民族权利、残疾人权
利、环境权利、人权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白皮书说，2013 年，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坚持从本国国情和实际出发，以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
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保证人民平等参
与、平等发展权利，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

白皮书列举了中国人权事业在若干方
面取得的进步，包括：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
高，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更好的保
障；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
成，城乡居民特别是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更
有保障，生活更有尊严；民主法制建设进一
步加强，首次实现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
全国人大代表；加强对权力的约束，严惩贪
污腐败，建设廉洁政治迈出重要步伐。

白皮书还指出，2013年，中国协商民主

制度化持续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健康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
新进展，权力运行更加规范，政务信息更加
公开，公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得到保障；废止
劳动教养制度，多措并举防范冤假错案，遏
制刑讯逼供，保障食品药品安全，遏制重特
大安全事故，公民人身自由与生命健康权
利更有保障；国家对少数民族继续实施倾
斜性政策，少数民族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
权利；残疾人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残疾人
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进一步改善。

白皮书说，人权事业永无止境。在人
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人权
事业发展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任何一个
客观理性的观察者，都会得出公正的结
论。同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
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还比
较突出。在中国，实现更高水平的人权保
障，仍需做出更大的努力。实践证明，只
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
权事业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全体中国人民
才能实现更加全面的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针对越南外交部日前提出越方对
西沙群岛的所谓“历史法理依据”，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26 日表示，中
国人是西沙群岛无可争辩的主人，
越南方面歪曲历史、否认事实，出
尔反尔、背信弃义。

秦刚说，大量的历史证据表
明，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
有领土，中国人最早发现、最早命
名、最早开发经营、最早进行管辖
和行使主权，中国人是西沙群岛无
可争辩的主人。

秦刚介绍说，上世纪 70年代中
期之前，越南方面一直公开和正式
承认西沙群岛属于中国。1956年，
越南外交部负责人对中国驻越南使
馆临时代办明确表示西沙群岛属于

中国。1958年，中国政府宣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 12海里，
并且明确指出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西沙
群岛。中国政府作出上述宣布后第
10天，时任越南总理范文同就照会
周恩来总理，表示越南政府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决定的声
明，尊重这项决定。长期以来，越方
的官方文件、教科书、地图都明确表
示西沙群岛属于中国。

“而 1975年后，越方背弃了以
前的这些承诺，转而对西沙群岛提
出主权要求。”秦刚说，越南外交部
23日的新闻发布会发表的这些言
论，再次证明这个国家歪曲历史、
否认事实，出尔反尔、背信弃义。

“这个国家的国际信用等级很低。”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我
做起，今天不剩饭”……走进烟台
大学的任何一个餐厅，都会在显著
位置看见同学们创作的“光盘行
动”创意标语。

此前，烟台大学 7位餐厅保洁
员以吃学生剩饭的方式，提醒大学
生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对学校坚
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各高等院校充分利用媒体、校
刊、电视、电子显示屏、微博、宣传

窗等多种途径大力开展勤俭节约、
抵制浪费的宣传，努力形成“崇尚
节约、摒弃浪费”的校园文化风尚。

在校园里形成节约的风气和
习惯建立制度做好引导是关键。
如北京大学出台节能减排管理办
法，实行水电费单位结算、全额收
费制度，还出台了《实验室危险化
学废物处理实施细则》。

除了制度的建立，还有一些
“ 新 方 法 ”使 得 减 少 浪 费“ 无 障
碍”。中国人民大学推出“半份菜”

“小份菜”“拼菜”，保证师生吃饱吃
好又减少浪费。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4～
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进一
步硬化节能减排降碳指标、量化任
务、强化措施，对今明两年节能减
排降碳工作作出具体要求。

《行动方案》提出了今明两年
节能减排降碳的具体目标：2014～
2015年，单位 GDP能耗、化学需氧
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

量分别逐年下降 3.9%、2%、2%、
2%、5%以上，单位GDP二氧化碳排
放量两年分别下降 4%、3.5%以上。

《行动方案》将今明两年能耗
增量控制目标、燃煤锅炉淘汰任
务、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工程任
务、黄标车及老旧车辆淘汰任务分
解落实到了各地区。同时，提出了
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将重点
工作落实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并明
确了时间要求。

综合新华社电 多项出口民调
显示，总统候选人波罗申科在 5月
25日举行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中获
胜，其得票率超过 50％。

乌克兰总统选举投票于 25日
8 时开始，当晚 20 时结束，包括亿
万富翁波罗申科、前总理季莫申科
在内的 21位候选人角逐总统职位。

由乌克兰三家民调机构共同
进行的出口民调显示，截至当天

18 时，波罗申科得票率为 55.9％，
季莫申科支持率为 12.9％，排在第
三位的是激进党领导人利亚什科，
支持率为 8％。

乌克兰 TNS公司 25日所做的
出口民调同样显示波罗申科在总统
选举中获胜。根据该项出口民调，
57.3％的投票者支持波罗申科，只
有 12.4％的选民将选票投给季莫申
科，另有8.7％的人支持利亚什科。

白皮书说，国家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投入力度继续加大，少数
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

白皮书说，少数民族经济社会权利得
到充分保障。2013年，在均衡性转移支付
向民族地区倾斜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安排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464亿元，比 2012年增
长 10.5％。国家对内蒙古、广西、西藏、宁
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
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省份的扶贫投入大
幅提高，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投入 166.05亿
元，占全国总投入的 43.76％，资金总量比
2012年增加了 16.8％。

白皮书表示，2013 年，国家深入贯彻
落实“十二五”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兴

边富民行动和少数民族事业三个国家级
专项规划，继续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的专项扶持力度，安排扶持人口较少民
族发展专项资金 14.5亿元、兴边富民行动
专项资金 27.9亿元、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
护专项资金 4亿元。

2013年，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GDP）
达 807.67亿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510亿
元。西藏农牧民人均居住面积为 30.51平
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 42.81 平
方米，各项民生事业显著改善。墨脱公路
全线通车，结束了全国最后一个县不通公
路的历史。川藏联网工程开工建设。青
藏铁路客运量 219.9万人次、货运量 405.2
万吨，航空旅客运输 273万人次。

（本栏文图均据新华社）

外交部驳斥越南在西沙群岛问题上歪曲历史

中国人是西沙群岛
无可争辩的主人

全国高校积极开展节约活动

2014～2015节能减排方案公布

乌克兰出口民调显示

波罗申科赢得总统选举

国新办发表《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

中国人权事业迈向更高目标

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投入继续加大
▶▶相关

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发表《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

美监听危害全球网络安全

监听目标

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中
资企业、科研机构、普通
网民、广大手机用户。

各国政要，如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德国总理
默克尔等。

外国企业和国际间的金
融交易，尤其是信用卡
交易。

目标国家计算机、个人
手机。

某个目标网民的几乎所
有互联网活动。

各国光缆、卫星的原始
数据。

监听手段

每天收集全球各地近
50亿条移动电话记录。

秘密侵入雅虎、谷歌在
各国数据中心之间的主
要通信网络，窃取了数
以亿计的用户信息。

多年来一直监控手机应
用程序，抓取个人数据。

针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网
络进攻，并把中国领导人
和华为公司等列为目标。

QQ和飞信也在美国国
家安全局的监视范围之
内。

美国可以动用独特的和
非常规的武力，先发制
人发动网络攻击。

中俄海上联合军演结束

郑州舰向市民开放

5 月 26 日，人们在郑州舰上参观。当日，刚刚结束中俄“海上联合
—2014”军事演习的中方指挥舰郑州舰和俄方指挥舰“瓦良格”号导弹
巡洋舰亮相上海国际客运中心码头，向市民开放参观。 新华社发

综合新华社电 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
5月 26日发表《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

该纪录说，2013 年 6 月，英国、美国和
中国香港媒体相继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前
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提供的文件，报道了美
国国家安全局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
内容触目惊心。中国有关部门经过了几个
月的查证，发现针对中国的窃密行为的内
容基本属实。

纪录指出，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利用自
己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等领域的霸
权，肆无忌惮地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其他国
家进行监听，这种行为的实质早已超出了

“反恐”的需要，显示出其为了利益完全不
讲道义的丑陋一面。这种行为悍然违反国
际法，严重侵犯人权，危害全球网络安全，
应当受到全世界的共同抵制和谴责。

纪录指出，美国的监听行动，涉及中国
政府和领导人、中资企业、科研机构、普通

网民、广大手机用户等。中国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没有任何理由成为美国打着“反
恐”旗号进行的秘密监听的目标。美国必
须就其监听行动作出解释，必须停止这种
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停止在全球网络空
间制造紧张和敌意。

该纪录援引英国《卫报》和《纽约时报》
公布的文件称，美英两国的情报人员假扮

“玩家”，曾渗透入网络游戏《魔兽世界》《第

二生命》中，收集真正电脑游戏玩家的纪
录，监视游戏玩家。这两款游戏的中国玩
家最多。

斯诺登披露了一批机密文件，这些文
件显示，腾讯聊天软件 QQ 和中国移动的
移动即时通讯应用飞信竟然也在美国国家
安全局的监视范围之内。

美国国家安全局拥有一种名为“无边
界情报员”系统，该系统以 30天为周期，可
从全球网络系统中接收到 970 亿条信息，
再通过比对信用卡或通讯记录等方式，几
近真实地还原个人的实时状况。

斯诺登披露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
局下属的获取特定情报行动办公室已在全
球超过5万台计算机中植入了窃取敏感信息
的恶意软件，主要目标为中国、俄罗斯、巴
西、埃及、印度、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及东欧
部分地区；美国还通过拦截英国、挪威、日本
等国的卫星数据，进行外国卫星情报收集。

新华社发

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于 5月 25日深夜落
幕。初步结果显示，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和中
左翼的欧洲社会党合计赢得全部751个议席中
的 398席，两大党团占据欧洲议会过半议席的
格局未变，然而异军突起的极右翼和反欧洲一
体化政党将会在未来影响欧洲议会决策。

中左和中右过半
根据选举官方网站公布的初步结果，在

选举中，欧洲人民党将在新一届欧洲议会中
获得 212席，仍是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欧洲
社会党将在新一届欧洲议会中获得 186席。

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于 22日至 25日在欧
盟 28个成员国相继展开，是《里斯本条约》生
效后首次选举，将直接影响未来 5 年欧盟政
治格局。本次欧洲议会选举后，欧盟主要机
构领导人将实现换届。

欧洲舆论普遍认为，领衔欧洲人民党竞
逐欧洲议会的卢森堡前首相让－克洛德·容
克是下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热门人选。欧洲人
民党对华政策比较友好，主张积极扩大欧中
合作，支持欧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极右势力异军突起
本次欧洲议会选举出现的一大“特点”便

是极右翼和反欧洲一体化政党的异军突起。
以法英两国投票情况为例，初步结果显示，法
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和主张退出欧盟并收
紧移民政策的英国独立党在本国的选举中均
成为得票率最高的政党。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5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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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选举初步结果揭晓

总体格局未变
极右势力逆袭

5 月 25 日，在布鲁塞尔的欧洲人民党总
部，该党支持者欢呼庆祝。 新华社发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6日发表《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

进展》白皮书，全面阐述中国人权事业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

白皮书说，2013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

中国人权事业又取得了新进展，正在向更好更高的目标迈进。

据新华社新德里5月 26日电
印度新任联邦政府总理莫迪 26日
在新德里正式宣誓就职。

就职仪式在印度总统府广场
举行，印度总统慕克吉主持仪式。
在莫迪宣誓后，新的联邦政府内阁
40 多名部长和国务部长相继宣
誓。

印度副总统安萨里、前总理辛
格、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阿富汗
总统卡尔扎伊、斯里兰卡总统拉贾
帕克萨、不丹国王吉格梅·凯萨尔·
纳姆耶尔·旺楚克、马尔代夫总统

亚明、尼泊尔总理柯伊拉腊以及各
国驻印使节等数百人出席就职仪
式。

谢里夫是 1947年印巴分治以
来首位出席印度总理就职仪式的
巴基斯坦总理。分析人士认为，谢
里夫到场说明印巴两国之间的紧
张关系出现缓和迹象。

印度政府当天在首都新德里
地区采取了严密安保措施，增派约
一万名警察和安全人员，所有通往
总统府的道路都被封锁，印度军队
也处于戒备状态。

巴基斯坦总理参加
印度总理莫迪就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