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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声

如今病毒肆虐、疫情汹涌，美国一
些政客玩起了“政治讹诈”的把戏。世
界卫生组织向全球通报疫情后，美国
一些政客一边幸灾乐祸，一边自以为
是，拍胸脯、做保证，“一切没问题”“全
在控制之中”。2 月底，世卫组织总干
事意有所指地警告“任何国家如果认
为新冠病毒不会出现在自家门前，那
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而美国一些政
客却大谈“症状非常轻”“可以自愈”

“会奇迹般消失”。实行不检测政策出
来了，疾控中心“不公布”规定出台了，
政策难协同，资金批不下，执行没有
人，病人没地治——许多人十分不解，
明明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医疗卫生系
统，也有充分的时间做好应对准备，为
何却导致疫情大暴发的局面，付出病
例超百万、死亡超7万的惨重代价？让
人感到十分痛惜。

美 国 政 府 应 对 不 力 ，引 发 了 众
怒。于是，为了诿过推责，美国政客抛
出了“中国隐瞒了疫情”“病毒出自中
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一个又一个谣
言，大肆鼓噪向中国“追责索赔”，各色
人等彼此唱和，走马灯似地登台表
演。证据何在？语焉不详！不光“甩
锅”中国，他们还加大对世卫组织施
压，诬称“偏袒中国”，不但暂停拨款，
还威胁要审查世卫组织。这番大变活
人般的政治操弄，自以为可以瞒天过
海，事实上，明眼人不难看穿，这不过
是栽赃陷害、嫁祸于人的把戏。以这
样拙劣的手法还想欺世盗名，是在侮
辱国际社会的智商。

对美国一些政客赤裸裸的讹诈，
国际上有太多人看不下去了，纷纷发
声戳穿这种自导自演的蹩脚的闹剧。
3 月 17 日，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多国学者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在科学
杂志《自然·医学》发表文章称，导致全
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是自然进化的产
物，该文采用的证据分析表明，新冠病

毒“不是在实验室中构建的，也不是有
目的性的人为操控的病毒”。世卫组
织 5 月 1 日指出，基于各方专家意见，

“我们确认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美
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流行病
学专家乔娜·马泽特，曾对武汉病毒研
究所人员进行培训并参与合作，她认
为，新冠病毒的传播极不可能是源自
实验室泄漏，并从实验室样品与新冠
病毒不匹配、新冠病毒是人畜共患疾
病中暴发的最新一种病毒、实验室执
行严格的安全协议、普通人比研究人
员更容易接触感染活体病毒四个方面
进行论证。这些基于事实与科学的结
论，绝不是四处鼓唇摇舌的美国一些
政客能够否认的！

而“追责”的论调则更为荒唐，纯
属一种“政治讹诈”。中国率先向世界
报告疫情、举国抗击病毒、防控成效显
著、助力全球抗疫，何责之有？！中国
同世卫组织紧密地合作，中国的防控
做法、诊疗方案为世界各国所借鉴，中
国向 16个国家派出 15批医疗专家组，
中国加班加点生产防疫物资向世界供
应，何责之有？！恰恰相反，是美国一
些政客的狂妄自大拖了全球抗疫后
腿，是美国一些政客兴风作浪破坏了
团结协作的全球抗疫大局！按照美国
一些政客的逻辑，真要追责索赔的话，
国际社会该向美国追责索赔的事情真
是太多了——且不说西班牙流感、艾
滋病等疫情，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导
致无数企业倒闭和个人破产，美国历
年对外用兵、造成数以百万计无辜平
民伤亡和无数财产损失，这才是全世
界最该追责索赔的！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奉劝美国那
些政客，还是多干一些正事为好，疫情
当前最需要的是全力以赴防控疫情、
争分夺秒救治患者，少一些诿过推责
的谎言、少一些敲诈勒索的讹诈。否
则，不仅过诿不了、责推不掉，而且这
种赤裸裸的“政治讹诈”将成为人类抗
疫史上的一幕丑剧。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诿过推责是赤裸裸的
“政治讹诈”

——造谣中伤“中国抗疫”有悖国际正义（七）□新华社记者

上亿人次出游、消费潜能释放、“云
端”消费激增……刚结束的“五一”假
期，各类消费如同回升的气温逐渐“热”
起来。

这是我国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
段后的第一个小长假。在这个特殊的
假期里，人气回暖、消费复苏，文旅市场
运行安全有序，线上线下活动精彩纷
呈。同时，预约参观、限量游览、公筷公
勺等文明健康新风尚已渐入人心。

“冰封”热情释放 行业有序恢复
1日，位于深圳市盐田区的大梅沙

海滨公园迎来修复重建后试开园第一
天，5000 个入园名额早被“一抢而
空”。截至当天17时，现场入园人数达
到了4970人。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人们
一度被“冰封”的旅游热情在这个加长
版假期重新释放。

在北京，“五一”假期旅游接待总人
数463.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41.8亿元，
分别恢复到去年同期的55%、36%；在
上海，“五一”假期旅游接待总人数707
万人次，拉动消费95亿元；在广东，“五
一”假期累计接待游客1861.5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103.6亿元。

与往年长假期间人山人海的“扎堆
游”不同，今年各地把安全放在首位，扎
实做好景区有序开放、有效防控。

杭州所有4A级以上收费景区景点
推行网上预约制度，每天接受最大承载
量30%的游客入园。记者在西湖景区
部分收费景点看到，游客提前预约无须
现场排队买票，凭身份证和健康码即可
快速通过。

伴随着人气回升，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文旅业开始回暖复苏。文化和旅游
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国内旅游
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共计接待国内游客
1.1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75.6
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5日全国
各地针对“逛吃玩”发放的消费券已超
百亿元，各地商户也在持续推出各类折
扣优惠活动，加速线下消费回暖，对第
三产业恢复人气、拉动消费起到有效的
推动作用。

人流量的恢复给受疫情影响较严
重的餐饮等行业带来了信心。“五一”期
间，北京商业服务业企业经营回暖，连
锁超市、家政、商超配送物流等6个行
业领域的重点企业开复工率达到
100%，餐饮和美容美发两个行业开复
工率分别为79.5%和 68.3%；“五一”假
期前4天，广州市餐饮总营业额超10亿
元，恢复至去年同期近六成水平。

“恢复”成为各地“五一”假期关键
词。

记者 5日晚从商务部获悉，5月 1
日到4日，重点监测零售企业日均销售
额比节前一周日均销售额增长30.1%。

“云”端消费激增 消费业态求新求
变

把沙滩海浪“搬”到手机屏幕上，通
过网红直播形式邀请游客参与各种游
玩项目体验……浙江舟山朱家尖景区
推出的“云旅游”新玩法，首次直播期间
便在线吸引近5万网民观看。

“这种‘旅游带货’不仅满足了线上
网民的需求，还带来流量变现的新商业
模式。”浙江舟山旅游集团朱家尖旅游
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波说，“五一”假期前
3天，仅朱家尖一个南沙沙滩景区游客
数就达到2万余人次，线上流量为景区
带来足够多的曝光，可以实现线下客流
转化，这种新模式对于旅游业的复工复
产效果明显。

除了旅游，线上音乐会也是人们在
假期放松的好方式。《聆听大自然·有机
三部曲》交响音乐会、《深圳声音》线上
演唱会……5月1日至4日，走过7年历
程的深圳南山流行音乐节今年首次通
过线上直播。众多唱作人齐聚线上，在
以音乐抚慰心灵、用音乐传递爱与希望
的时光中，提振全面复工复产的士气。

记者了解到，这个音乐节前3场演
出的总观看量超过1000万人次。网民
们表示：“耳朵真真切切地享福了。”“虽
然是云音乐节，但还是很感动！”

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在线旅
游、购物、娱乐等“云”端消费兴起，形成
新的增长点。阿里巴巴数据显示，上海
市4日晚启动的大规模商业促销活动

“五五购物节”，天猫上海商品1分钟便
成交破亿元；菜鸟数据显示，“五一”假
期前3天，全国产生的物流订单量同比
增加45%。

“五一”假期，沪上已开放的美术
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分别接待观众
3.66万人次、9.68万人次、3万人次。同
时，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主要文化场所
推出“云展览”和线上活动200余个，浏
览量101.3万次，引导市民云上看好戏、
听好课、观大展、逛集市、赏春光。

线下人气旺，线上也精彩。“云”正
成为上海文旅消费新增长点，市民游客
在假日期间乐享线上线下商旅文融合

新体验。
“疫情期间，‘宅’经济活跃发展，各

类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给经济发展
带来全新的增长点。”中国宏观经济研
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蕴表示，新消
费业态离不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
据等新技术的支撑，随着5G网络等新
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数据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深入，新业态
发展将带来新的增长极，进一步释放蛰
伏的消费潜能。

“预约游”成新风尚 健康文明树新
风

戴口罩、测体温、预约参观、限量游
览……由于疫情原因，这个“五一”假期
注定与以往不同。手机里，人们多了一
个健康“绿码”；餐桌上，公筷公勺成为
新“标配”，许多文明健康新风尚已蔚然
成风。

在线预约购票、间隔1.5米排队、接
受体温检测、出示健康码、扫描手机验
票，经过以上几道防护程序，5月1日，来
自山东临沂的李先生一家三口走进济南
趵突泉公园。游园过程中，他们全程佩
戴口罩，自觉与其他游客保持间距。

“受疫情影响，今年游客的出行习
惯发生许多变化，预约旅游成为新趋
势。”泰山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全
面实行实名制预约购票，每日限流3.4
万人。

无预约，不旅游。“五一”假期前全
国多地文旅部门发布的“游玩攻略”中
有共同的一条——景区门票预约制度，
成为这个假期显著的特点。

“未来北京将总结‘五一’假期旅游
工作经验，将‘限量、预约、错峰、疏导’
作为对景区常态化、长效化的治理要
求。”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
周卫民说。

每一副餐具边都增加了一双竹制
公筷，公筷顶部不仅标注有“公筷”二
字，还印上了“德润大慈岩”的地域文化
品牌，在颜色和材质上也与客人个人使
用的黑色塑料筷子有所分别。“五一”期
间，浙江建德大慈岩镇新叶古村，“80
后”叶云琪在经营的农家乐里添置了公
筷。

“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使用公筷公
勺，这也是健康卫生的餐桌新时尚，他
们还很贴心地准备了儿童公筷，小朋友
也很喜欢。”来自杭州的游客陈女士说。

据了解，“五一”期间建德市文明办
向全市38家餐饮单位累计发放了2000
副公筷公勺，受到了商家和食客的好
评。

每桌都备有免洗消毒洗手液和消
毒湿巾，所有员工佩戴防护帽、一次性
手套和口罩上岗，每次客人离开后用酒
精消毒，给下一桌用餐的客人提供安全
的环境……这些卫生方面的防护细节，
正成为每家餐馆的新“标配”。

比起室内的文明用餐，户外用餐别
有一番风味。中午时分，记者在深圳大
梅沙海滨公园看到，不少游客分散用
餐。王女士在沙滩上撑起遮阳伞，取出
准备好的食物，一家五口开始了一场别
有风味的海边野餐，“既能摘下口罩安
心食用，又能享受美好的自然风光。”

“‘小公筷’是‘大文明’的象征。”深
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
主任宋丁说，疫情倒逼人们出行习惯从
一双公筷开始转变，让公筷公勺成为每
张餐桌的“标配”，预约游览不扎堆，垃圾
不乱扔，人人养成健康、文明、卫生的生
活方式，用实际行动弘扬文明新风。

（记者 周科 王雨萧 黄筱 陈
国峰 陈爱平 王晓丹）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人气回暖 消费复苏 健康出行
——加长版“五一”假期观察

5月5日，人们在西宁市人民公园内游玩。 新华社记者 吴刚 摄

□新华社记者 李奥 白雪骐 张若玄

当地时间 5日上午，随着机械轰
鸣声响起，直径达 10.88 米的“胜利
号”大盾构机在莫斯科市始发。这台
大直径盾构机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铁建） 自主研发生产，此次
始发不仅是这台“大国重器”在俄罗
斯首次亮相，也标志着中国企业生产
并出口欧洲的最大盾构机正式投入使
用。

当天，在中国铁建莫斯科地铁第三
换乘环线东段大盾构项目枫叶大道站
工区内，“胜利”号大盾构机开始向前掘
进。这一项目主要包括两个区间，总长
2.947公里。

此刻，中国铁建莫斯科地铁项目总
负责人薛立强心情异常激动：“‘胜利
号’大盾构机始发对于莫斯科地铁项目
来说意义特殊。从盾构机研制、拼装再
到今天的始发，项目团队为此倾注了全
部心血。”

“胜利号”大盾构机总重1700吨，
是中国铁建自主研发、设计、生产的首
台11米级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它
于2019年6月进入总装阶段，当年9月
底完成生产后从上海装船发运，途经苏
伊士运河与北方海路，历经48个昼夜
抵达圣彼得堡，此后又分别通过水运和
陆运于12月抵达莫斯科。目前主要用
于莫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环线东段的建
设工作。

莫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环线东段大
盾构项目负责人高宇田介绍，“胜利号”
大盾构机是中国铁建根据莫斯科自然

环境、施工地质条件量身定做的，整机
适应极寒条件施工。

早在 2 月初，“胜利号”盾构机刀
盘、盾尾需要进行焊接工作。然而受到
疫情影响，原定于春节后返回的6名焊
接技术人员无法抵达施工现场。高宇
田说，盾构机刀盘和盾尾的焊接技术要
求极高，如果焊接不顺利，就会导致许
多问题。

大盾构项目副总工程师康斯坦丁·
奥尔洛夫说，为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在

莫斯科聘请了多位有相关工程经验的
工程师及作业人员，根据每人专业水平
进行了分工。

高宇田说，项目部先后在莫斯科聘
请了12位焊接技术人员，通过与国内
人员视频连线的方式完成了焊接工作，
使“胜利号”得以顺利始发。

“中方专家始终与我们连线沟通，
当出现技术难点时，我们就互相商量。”
奥尔洛夫说，“我们只用了一个多月的
时间就组装好这台盾构机，这在莫斯科

可以算作一个纪录了。”
疫情之下，为保障所有施工人员

的安全健康，中国铁建展开了多项工
作。1月底开始关注莫斯科疫情，2月
采购应急物资并加强员工健康状况排
查和测温、消毒等措施。到 2 月下
旬，中方启动应急预案，要求全体员
工佩戴口罩、有症状立即隔离观察
等。

中国铁建俄罗斯有限公司负责人
蒙涛说，大盾构项目是中国在欧洲首个
大直径盾构工程，是中国技术、中国管
理、中国设备走向欧洲市场的进一步跨
越。尤其是，项目团队克服了中国技术
人员、劳务人员因疫情影响无法到场的
困难。“盾构机如期始发，我的心情激动
又兴奋。”

据了解，随着“胜利号”始发，项目
施工接下来将会面临包括小半径转弯
和穿越河流在内的多个技术难度高、风
险系数高的任务，项目人员也将投入更
加紧张的工作。

“大盾构项目是中俄两国政府关注
的重点工程，中国铁建的大直径盾构实
施能力会在今后的施工中一步步得到
证实。”薛立强说。

2017年，中国铁建首次获得莫斯
科地铁建设合同，承建莫斯科地铁第三
换乘环线西南段项目，其中包含3个车
站的主体结构施工和4个盾构区间、9
条隧道的施工。2019年2月，中国铁建
获得莫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环线东段约3
公里线路盾构施工合同，并在去年4月
获得了莫斯科地铁西南线项目的施工
新合同。

（新华社莫斯科5月6日电）

“大国重器”亮相莫斯科
——中国11米级大盾构机在俄始发记

4月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工作人员进行盾构机拼装作业。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温馨

美国一些政客妄图以拙劣把戏混
淆视听，此类行径非但不能把其自身
责任推干净，反而欲盖弥彰、越抹越
黑。国际社会现在对美国有很多问
号，急于推责、“甩锅”的美方政客，不
妨先回答清楚几个问题。

是否应为隐匿疫情承担责任？疫
情到底最早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
的？去年席卷美国的所谓“流感”中到
底藏了多少新冠肺炎病例？美方为何
对其在全球建立的生物实验室的功
能、用途、安全系数等关键信息三缄其
口？美方能否邀请世卫组织和各国专
家去调查一下？

是否应为疫情蔓延承担责任？尽
管有来自世卫组织和中国的及时预
警，自称拥有世界最好医疗条件的美

国，为何确诊病例与死亡病例数字全
球最高？美方一向标榜言论自由，为
何屡次“禁声”疾控专家？

是否应为漠视生命承担责任？美
方以世界人权卫士自居，为何在疫情肆
虐之时加大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制
裁，以荒唐说辞警告各国不要接受古巴
抗疫医疗队援助？为何不顾病毒扩散
风险，加快向拉美遣返“非法移民”？面
对富人优先检测惹出的争议，为何能轻
描淡写地说出“可能这就是人生”？

是否应为搅局承担责任？紧要关
头，美方为何接连给世卫组织罗织罪
名，动辄以“退群”“断供”相逼？为何
频频“截和”他国防疫物资？为何企图
买断别国企业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所
有权？

这些问题，请美方政客如实回答，
给世人一个交代。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四问美国政客

5月 6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沪昆高速玉屏收费站的收费员在收
取过往车辆过路费。交通运输部4月28日发布关于恢复收费公路收费的公告，经
国务院同意，自2020年5月6日零时起，经依法批准的收费公路恢复收费（含收费
桥梁和隧道）。 新华社发

全国收费公路5月6日零时起恢复收费

新华社北京 5月 6日电 （记者
王优玲）记者6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获悉，目前，全国向320万户企业
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423亿元，惠
及职工8513万人。受益企业户数是
去年全年的3倍，受益企业户均人数
27人，中小微企业受益面大幅扩大。

记者从地方人社系统了解到，各

地通过转变工作方式，变“企业找政
策”为“政策找企业、资金找企业、服务
找企业”。通过减少证明材料，凡人社
部门内部可查信息一律不要求企业提
供，企业申领全程“免填表、免申报、免
跑腿”。此外，各地加速线上办理，全
国陆续公布 309 个城市网上经办平
台，实行“不见面”审批。

人社部：全国向320万户企业
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42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