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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记者王镜宇 王梦）中国女
排 10 日上午离开北京前往日本，准备参加即将揭幕的 2019
年女排世界杯赛，朱婷领衔的 16 名球员随队出征。

4 年一届的女排世界杯赛有 12 支队伍参赛，郎平率领
的中国女排这次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参加。比赛将采用单循
环赛制，在中国队争夺冠军的路上将遇到美国、巴西、塞尔
维亚等劲敌的挑战。

当天出征的运动员共有 16 人，分别是：朱婷、张常宁、刘
晓彤、李盈莹、刘晏含、袁心玥、颜妮、王媛媛、郑益昕、杨涵玉、
曾春蕾、龚翔宇、丁霞、姚迪、林莉、王梦洁。

根据国际排联的规则，在此前确定的 25 人大名单范围
内，此次世界杯参赛队将不再需要提供整个赛事的 14 人名
单，而是每场比赛前提供该场比赛的 14 人名单。因此，除
了这次随队前往日本的 16 名队员之外， 25 人大名单中的
其他运动员理论上也有可能临时增援。

与往届女排世界杯赛不同，本次比赛与奥运会参赛席位
无关，中国队已经在此前进行的奥运会预选赛中提前拿到了
东京奥运会的门票。

本次比赛分 3 个阶段进行，中国队第一阶段将在横滨
进行 5 场较量，随后会转战札幌和大阪。中国队在第二和
第三阶段将比较密集地遭遇与美国、巴西、塞尔维亚和荷兰
队的几场硬仗。

在 4 年前进行的女排世界杯赛中，郎平率中国队勇夺
冠军。次年，中国女排夺得里约奥运会冠军。

广西伯麟合纵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贝壳粉系列产品升

级研发，所生产伯麟贝尔贝壳粉已全面面向市场，为广大

百姓的居住环境提供安全保障。

活动时间： 2019 年 9 月 10 日-2019 年 9 月 15 日

详情咨询各大门店：

桂林市临桂区旗舰店

地址：三中路兴汇城

联系方式： 17777304086 黄生

桂林荔浦市旗舰店

地址：荔塔路 559 号

联系方式： 18278321792 张生

桂林市平乐县旗舰店

地址：同乐大道三江和合国际

联系方式： 18477356125 傅生

桂林市恭城县旗舰店

地址：文武路山水国际

联系方式： 19142951676 黄生

桂林市全州县旗舰店

地址：亿都国际建材市场 23 栋

联系方式： 13788131083 廖女士

其他区域可直接联系公司总部

广西伯麟合纵科技有限公司 TEL ： 0773-5868808

一支粉笔，沉淀千秋智慧

三尺讲台，寄托万世文明

正因为有您的谆谆教诲

人生路上才得以一次次凯旋

老师，您辛苦了

感谢您用生命之光照亮我前行之路。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广西伯麟合纵科技有限公司为感恩回馈广大教育工

作者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将推出优惠谢师恩活动。

工厂百万补贴，伯麟贝尔贝壳粉

所有工艺凭教师证五折感恩回馈！！！

九月谢恩师 伯麟献豪礼
广告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近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
升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保
障猪肉基本自给为目标，立足当前恢复生产
保供给，着眼长远转变方式促转型，强化责
任落实，加大政策扶持，加强科技支撑，推
动构建生产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布
局合理、产销协调的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新
格局，更好满足居民猪肉消费需求，促进经

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意见》提出，要稳定当前生猪生产，

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加大生猪生产扶持力度，
规范禁养区划定与管理，保障种猪、仔猪及
生猪产品有序调运，持续加强非洲猪瘟防
控，加强生猪产销监测，完善市场调控机
制。要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大力发展标
准化规模养殖，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户）
发展，推动生猪生产科技进步，加快养殖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大对生猪主产区支持力
度。要完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提升动物疫
病防控能力，强化疫病检测和动物检疫，加
强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设。要健全现代生猪

流通体系，加快屠宰行业提挡升级，变革传
统生猪调运方式，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
设。

《意见》强调，要强化政策措施保障。
一是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完善生猪政策性保
险，提高保险保额、扩大保险规模，并与病
死猪无害化处理联动，鼓励地方继续开展并
扩大生猪价格保险试点。创新金融信贷产
品，探索将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
殖机械等纳入抵质押物范围。二是保障生猪
养殖用地。完善设施农用地政策，合理增加
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取消 15 亩上限，保障
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需要。三是强化法治

保障。加快修订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
理条例，研究修订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健全生猪产业法律制度体系。加大执
法监管力度，依法查处生猪养殖、运输、
屠宰、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
为。

《意见》要求，各省（区、市）人民
政府对本地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
应工作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
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
工，加大工作力度，抓好工作落实。各省
（区、市）要在今年年底前，将贯彻落实
情况报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记者马卓
言）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0 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说，美国政府近日将两年前无故扣押的
一批电信设备归还华为公司，从事实上承认
了其行为的违法性和随意性。

华春莹是在回应华为公司因美国政
府归还扣留货物而撤回今年 6 月对美国
多个政府部门诉讼的提问时作出上述表
述的。

华春莹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在拿不出

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诬陷中国企业，并滥用
国家力量，打压特定中国企业，这种行为既
不光彩，也不道德，更是对美方一贯标榜的
市场经济原则的否定，将严重损害美国自身
的形象和信誉，也将严重影响各国企业对与

美国开展合作的信心。
她说，微软总裁近日接受《彭博商业

周刊》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在没有以确
凿事实、逻辑和法律条款为依托的情况
下，不应对华为采取限制措施。

“我们敦促美方倾听各界人士的理
性声音，停止泛化国家安全的错误做
法，停止对中国特定企业的无理打压，
为中国企业在美正常经营活动提供公
平、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华春
莹说。

新华社联合国 9 月 9 日电（记者林远）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 9 日呼吁有关国家尽快签署和批准《全面禁止核
试验条约》。

古特雷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纪念禁止核试验国际日”
的高级别会议上发言说，人类在过去 70 年共进行了 2000
多次核试验，破坏了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对当地居民造成
了可怕后果。

他表示，尽管《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得到最广泛支
持的多边条约之一，但是因为一些拥有核技术能力的国家仍
未签署或批准，这一条约至今未正式生效。

古特雷斯说，在 21 世纪的今天，核试验是不可接受的。
而阻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同样也是不可接受的。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1996 年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
过，并于当年 9 月 24 日开放签署。中国是最早签署该条约
的国家之一。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

相关国家批准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朱婷领衔中国女排

出征世界杯赛

外交部回应美归还华为公司被扣设备：

承认了其行为的违法性和随意性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9 日电 美国微软公司总
裁兼首席法务官布拉德·史密斯日前对美国媒体
说，美国政府对待华为的方式是不公正的，微软已
要求美国监管机构对其行为作出解释。

史密斯 8 日接受美国《彭博商业周刊》采访
时说，美国政府并未充分证明对这家中国公司采取
的行动是合理的。美国政府在没有“坚实的事实、
逻辑和法治”的情况下，不应该采取这些行动。

史密斯说，微软已经要求美国政府对其行为作
出解释，以便让其他公司自己作出决断，他说“这
才是这个国家运行的方式”。

史密斯以酒店业为例说，告诉一家科技公司可
以销售产品但不能购买操作系统或芯片，就好比让
一家酒店公司开门营业，却不准其在客房内放床，

或者不能在其餐厅里提供食物一样。
“如果你不能把你的技术带到全球，你就不能

成为一个全球技术领导者。”史密斯说，“管理全
球化技术的唯一方法，是让各国政府真正相互合
作。”

5月以来，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超过100家
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史密斯担心，更广泛、更
严格的限制可能很快到来。美国商务部正在考虑对
新兴技术设置新的出口限制，包括人工智能和量子
计算等，这些都是微软公司着力投资的领域。

路透社8月末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说，美国商务
部已收到130多份申请，要求获得许可向华为供
货，其中包括谷歌、高通、英特尔等科技公司。但
迄今为止，尚没有公司获得美商务部许可。

微软总裁：美政府对待华为不公正
（上接第一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参加会见

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她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教育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广大教师为人师表、潜心育人，为国家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

贡献。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以德施教、立德树

人，刻苦钻研、教学相长，尊重宽容、严爱相济，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

有”好老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增强教师职业吸引

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会上表彰了 718 名“全国模范教师”、 79 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

作者”、 597 个“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以及 1432 名“全国优秀

教师”、 158 名“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授予 1355 项“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此前，教育部等还推选了 10 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全国模范教师代表、河北省辛集市清河湾学校教师张梦伟，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代表、广西北海市涠洲岛幼儿园教师范徽丽，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代表、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郝云亮，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获得者代表、四川大学教授谢和平分别在会上发言。

丁薛祥、陈希、尤权、蔡达峰、夏宝龙参加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