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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涉民生指标
提前或超额完成

国务院新闻办14日公布的《〈国家人权
行动计划（2012-2015年）〉实施评估报告》
说，中国不断加大各项人权保障力度，努力
完成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规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中国人权事
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2012年6月， 中国政府授权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发布了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2-2015年）》。这是继2009年4月发布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之
后，中国政府制定的第二个国家人权计划。

报告说，2012—2015年， 中国政府坚
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推动经济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改革
发展红利惠及全体人民， 使全体人民在共
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本期《行动计划》
确定的各项措施得到有效实施， 整体执行
情况良好， 主要目标和任务如期实现。其
中，48%的约束性指标、50%以上的涉民生
指标提前或超额完成。

中国正在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三五规划， 制定新的一期国家人权行动计
划，并将在不久后发布。

农村贫困人口
4年减少6663万人

报告说，2012至2015年， 中国农村贫
困人口减少6663万人。2015年， 国家扶贫
标准按2010年价格的2300元动态调整为
2855元，部分省的扶贫标准高于国家标准。

报告说， 中国社会保险制度体系进一
步健全。2014年，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实
施， 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达8.58亿人， 其中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5.05亿人， 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3.53亿人， 超额完成
计划预期目标。

同时，全国31个省（区、市）建立了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 企业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连续5年按10%左右的比例
上调，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自2010年的
1362元提高到2015年的2240多元。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覆盖全民，参保率95%以上。

1088.4万城乡残疾人
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报告说，截至2015年，1088.4万城乡残

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近2230万残
疾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302.3万
残疾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报告显示，2012-2015年，496.2万农
村贫困残疾人脱贫，317万农村贫困残疾人

得到实用技术培训， 提前完成计划预期目
标。中央安排37.4亿元康复扶贫贴息贷款，
扶持74.3万贫困残疾人。 国家补助完成
116.4万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

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判
3369名被告人无罪

报告说，2012-2015年，各级人民法院
依法宣判3369名被告人无罪。 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与法治建设全面推进， 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得到保障。
2012-2015年， 全国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
总数为816379人。

2012-2015年， 检察机关对滥用强制
措施、非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
情形，提出纠正意见共869775次。

2012-2015年， 全国检察机关因被监
管人受到体罚、虐待、违法使用械具、禁闭
等向监管机关提出纠正意见7770人次，已
得到全部纠正。

4000多名失踪儿童
通过打拐DNA数据库找到亲生父母

报告说， 我国儿童保护和救助工作进一
步加强。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打拐DNA数
据库已为4000多名失踪儿童找到亲生父母。

报告说，刑法修正案（九）加大了对拐
卖妇女儿童犯罪收买方的刑事处罚力度，
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行为一律追究刑事责
任。2014-2015年，全国共破获拐卖儿童案
件2216起。

据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有儿童
福利机构1605个， 独立的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407个， 比2012年同期显著增长。
2015年， 被家庭收养的孤残儿童人数为2.3
万人，占孤残儿童总数的4.4%，全国救助机
构共救助儿童14.97万人次。

(综合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过去4年中国人权事业又上新台阶

外交部：

几个国家抹黑中国
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据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4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几个国家在南海问题上造谣抹
黑中国掩盖不了事实真相，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有记者问，塞拉利昂政府和肯尼亚政府近日就南海
问题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中方立场。近60个国家公开表态
支持中国主张，支持中国立场的国家越来越多，中国政
府是否在积极扩大自己在南海问题上的“朋友圈”？

陆慷表示，所谓南海问题，本来只是中国同几个南
海周边国家间的问题。 中方从来不赞成把这一问题国
际化。 无论是2002年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
是东盟国家最近提出的“双轨思路”，都主张南海有关
岛礁的主权争议应当由直接当事方在尊重历史事实和
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友好谈判妥善解决。 实际上，也
正是遵循这一思路，南海地区几十年来分歧得以管控，
稳定得以维护， 商业航行与飞越的自由与安全从无问
题。 域外国家本应尊重本地区国家这一努力。

他说，近几年来，个别国家执意在本地区渲染甚至
制造紧张，抹黑中国。“在弄清事情的是非曲直后，不少
国家愿秉持公道，发出正义的声音。 ”陆慷说，几个一直
在造谣抹黑中国的国家，最好别再以“国际社会”自诩
了。毕竟，操控舆论掩盖不了事实真相，七、八个国家代
表不了国际社会。

法国总统：

袭警事件为恐怖行为
据新华社巴黎6月14日电 法国总统奥朗德14日

表示，13日晚发生在巴黎大区伊夫林省的一名警官及
其妻子遭杀害事件属于恐怖主义行为。

奥朗德说，法国正面对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为此
动员了很多力量进行反恐。

据法国媒体报道， 调查人员表示， 这起事件的凶
手、一名25岁的法国男子与叙利亚恐怖组织有牵连。几
年前，这名男子因涉恐被判处3年监禁。

伊夫林省一名身着便服的警官13日晚在自家门口
被一名男子用刀杀死， 袭击者被随后赶到的警方反恐
突击队击毙。据报道，这名男子在与警方对峙和谈判时
自称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员。警方说，在这名警官
家里发现一名妇女的尸体，是被杀警官的妻子。

美国专门监控极端组织网络活动的国际恐怖组织
搜索研究所说，“伊斯兰国” 在事件发生几小时后“认
领”了这起袭击。“伊斯兰国”发表声明称，一名“战士”
在巴黎附近用刀杀死了这名警官及其妻子。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3日下午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人民大
会堂共同出席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座谈会，
并同与会的中德两国经济界代表座谈交流。

来自德国西门子公司、 蒂森克虏伯公
司、 欧绿保集团、 科乐收农机公司以及中
国铁路总公司、 中车集团、 宝钢集团等企
业负责人围绕加强中德智能制造等产业合
作、 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贸易投资环境
等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两国总理
在听取双方企业家汇报后发表讲话。

李克强指出， 三十多年来， 中国在改

革开放方面已经迈出很大步伐， 未来还将
继续放宽市场准入， 多措并举， 为国内外
投资者提供更多、 更大的投资机遇。 希望
德方同中方平等开放， 相向而行。 随着中
德合作不断走向深入， 我们将继续完善知
识产权等保护体系， 加大执法力度， 更好
保护国内外企业、 科研人员和广大民众的
合法权益， 激发他们创业创新积极性， 更
好助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李克强强调， 当前全球一些产能过剩
问题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造成的， 需要各
国共同应对， 归咎于某个方面是没有道理

的， 打贸易战更是损人不利己。 各国应以
合作的精神和市场化的手段， 合力应对挑
战， 化解风险， 维护贸易自由化。

默克尔表示， 经顾委是促进德中经济
合作的有效机制。 此次德中政府磋商期
间， 我同李克强总理就双方企业界关心的
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达成了许多共识。

据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德国总理
默克尔共同出席第八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
论坛并致辞。

李克强表示， 务实合作是中德关系的

“压舱石”。 两国以平等姿态推进相互开放市
场， 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新水平。 中国
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将在各领域
尤其是新经济领域为包括德国企业在内的
国内外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机遇。 只要是
在中国注册的企业， 无论是合资还是独资，
我们都一视同仁， 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默克尔表示， 德中既互为重要出口市
场， 也是共同研发和创新的伙伴。 双方应
携手努力， 对接好发展战略， 因应新形
势， 挖掘新潜力， 着力扩大第三方市场等
合作， 开辟德中合作的新天地。

李克强默克尔共同出席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座谈会

以合作精神维护贸易自由化
共同出席第八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评估报告公布

中国代表提出五点主张
据新华社维也纳6月13日电 纪念《全面禁止核试

验条约》 达成20周年部长级会议13日在维也纳举行。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在大会发言中就促进条约
早日生效提出五点主张。

李保东在发言中肯定条约对促进核裁军与核不
扩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就
促进条约早日生效提出五点主张： 一是实现普遍安
全，消除核武器存在和扩散的根源；二是切实维护国
际军控与防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三是五核国
应发挥表率作用； 四是稳步推进国际监测系统建设；
五是提高条约在各国民众中的影响力和好感度。

促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早日生效

� � � � 6月11日和12日，数千名反战人士在美
军驻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外围成人
墙， 抗议美军无人机在海外空袭行动中导
致大量平民死伤。 这是迄今为止针对拉姆
施泰因基地美军无人机行动最大的一次抗
议活动， 也再次引发国际舆论对美军滥用
无人机恶行的广泛关注。

多年来， 美国军方在阿富汗、 巴基斯
坦、 也门等多个国家发动其所声称的针对
恐怖主义嫌疑人的无人机空袭， 造成大量

无辜平民死伤， 引发国际社会和舆论的普
遍批评。

为避免美军卷入大规模地面冲突，自
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 美军大幅增加在海
外的无人机空袭行动。

美军在出动无人机进行秘密空袭时，
行动简单粗暴，毫无精准可言。据新闻调查
社统计，从2004年至2015年9月，美军无人
机空袭估计共造成3341人死亡， 其中预定
目标人物仅52人。

据《今日美国报》今年4月援引6名美国
防部匿名官员报道，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
“战事激烈区”，美军为打击“伊斯兰国”极
端势力发动的无人机和战机空袭， 不惜以
造成平民伤亡为代价。

《华盛顿邮报》 网站专门介绍了安德
鲁·科伯恩所著的《杀人链条：高科技暗杀
的兴起》和格里高利·查马尤所著的《无人
机原理》两本书。科伯恩认为，“美国在全球
部署具有毁灭性军事力量的过程中， 无人

机轰炸政策是其中一种充满着谎言、 欺骗
和贪婪的历史模式的顶点， 是此前美国暗
杀政策的延续。 无人机轰炸政策不但没有
实现加强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 而且还削
弱了民主的进程， 并在被空袭国制造了混
乱，成为滋生极端主义的温床。”查马尤和
科伯恩都强调，无人机轰炸是一种“非人道
的战争方式”，“用无人机作战， 没有胜利
者，只有屠杀”。

（据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没有胜利 只有屠杀 ———美军无人机空袭行动滥杀无辜劣迹斑斑

� � � � 6月13日，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前， 人们举着
标语参加关于枪支使用安全和防止枪支暴力的集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