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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 9 月 22 日发表
《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
发展 70 年》白皮书。

白皮书说， 70 年前，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
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新中国 70
年，是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 70 年；新中国 70
年，是中国人民各项基本权利日益
得到尊重和保障的 70 年；新中国
70 年，是中国不断为世界人权事
业发展作出贡献的 70 年。

白皮书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
最大的人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
一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
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
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
不断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经验，在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中，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自
身实际相结合，奉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人权理念，始终把生存权、发展

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
全体人民的各项权利，努力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历史和现实都证明，
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
人权发展道路，丰富了人类文明多
样性。

白皮书强调，当前，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在未来的岁月
里，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
现，随着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随
着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
人民必将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
的权利，中国人民必将在更高水平
上实现全面发展。

白皮书说，在新的历史时代，
中国将秉持文明多样和文明交流互
鉴精神，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各
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促进世界
人权事业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据新华社

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 年
白皮书发表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年 10月 25日
上午 10：30时在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1号开标室，按现状依法公开拍卖核工业桂
林基础工程公司整体产权(包含企业所有股
权、企业经营权、企业资质、企业无形资产、有
形资产、企业债权、债务等)，不含租用土地及
办公用房，参考价 820万元，竞买保证金 50
万元，履约保证金 50万元。

标的注册地址为桂林市漓江路 47
号，办公地址位于桂林市灵川县八里街八
里一路三一 〇 小区，企业具有工程勘察专
业类(岩土工程(勘察))甲级；劳务类(工程
钻探)；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
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面工程专
业承包贰级；地质钻探乙级；固体矿产勘查
丙级(凭资质证经营)。

有意者请到我公司索取详细资料。看
样时间：2019 年 10 月 10 日、1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
加竞买。有意者请在 2019年 10月 24日 16时

前凭有效身份证明及竞买保证金、履约保证
金交纳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
期不办理。竞买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到账截止
时间：2019年 10月 24日 16时。

与标的相关权利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视作拍卖通知送达，优先购买权人不报名
参加竞买的，视为主动放弃优先购买权。

竞买保证金交纳账户：
户名：广西三正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账

号：360112010101984020，开户行：桂林
漓江农村合作银行中山支行，

公司地址：桂林市信义路 5 号 1-2 楼
微信公众号：gxszgp

联系电话：2817733
公司网址：www.gxszgp.com
履约保证金缴纳账户：
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三一 〇 核地质

大队，账号：45001636706050502219，开
户行：建行灵川县桂黄支行。

广西三正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23 日

拍卖公告

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叙利亚政府军
9 月 19 日和 21 日分别击落一架无人驾驶
飞机。暂时不清楚无人机来自何方。

叙利亚通讯社报道，一架无人机 21
日在首都大马士革以西的库奈特拉省被击
落，政府军拆卸飞机后发现炸弹和 C4 炸
药。

报道没有说无人机从哪里起飞，只是
说它“来自西边”。库奈特拉省以西是以

色列。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随后经由社交媒体

“推特”否认上述无人机来自以色列。
叙利亚通讯社先前报道，在大马士革

以南的阿格赖巴村，叙利亚防空系统 19
日晚击落一架无人机。报道说，叙利亚防
空系统已经抵御多起来自以色列或美国方
面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据新华社

“从上海中心的合适位置，整个外滩
的人流细节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使之成
为可能的，是复旦大学科研团队领衔攻关
的五亿级像素云相机系统。基于这一系统
研发的五亿像素智能视频瞭望相机已亮相
第 21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五亿级像素相机拍出照片会是什么
样？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该科研团
队负责人曾晓洋介绍说，这意味着相机能
捕获极其细致入微的图像细节，即便在几
万人的体育场内，拍摄一幅全景照片也可
获得每张人脸的清晰图像，如果加上人工
智能的助力，还能进行海量数据人脸等目
标的检测与识别，瞬间发现特定目标。

除了超高分辨率照片，这款高性能云
相机还能拍摄同样分辨率的实时视频。实

时视频对相机的计算速度和运行效率都提
出了更高要求：每次成像都是上百张千万
级像素的照片高精度无缝拼接而成，而连
续视频应该在每秒 25 帧画面，相当于在
一秒钟内把拼接成像过程重复至少 25
次。目前，团队研发的三/五亿像素的云
相机系统实现了“共心复合尺度光学成
像”和“硬件亿级像素实时视频图像拼
接”，十亿级及以上像素的云相机系统关
键技术也处于攻关状态。

团队科研人员也指出，超高像素云相
机因为“超远距离”“高清成像”的特
性，也对个人隐私保护提出了高要求。
“海量视频图像数据的获取必须得到强有
力的监管。” 据新华社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9 月 21 日说，美
国犹他州 9 月 20 日发生的巴士事故导致
4 名中国籍游客死亡， 26 名中国籍游客
受伤。中国大使馆将全力会同有关方面共
同做好善后工作。

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其官网上发布信息
说，大使馆工作组连夜驱车 600 公里，到
不同医院看望伤员，联系死者家属，转达
中国政府、国务院领导同志慰问，配合美

国警察、医院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治、安
置、安抚工作。

中国大使馆感谢美方第一时间通报情
况以及在应急响应、救治伤员中表现出的
专业素养，向犹他州华侨华人、留学生、
教师志愿者队伍所做无私奉献致敬。大使
馆将全力会同有关方面共同做好善后工
作，期待继续得到各方积极配合。

据新华社

展示美军无人驾驶飞机残骸

伊朗警告美国别动武

复旦科研团队成功研发

五亿级像素云相机

美犹他州巴士事故

致中国游客 4 死 26 伤

叙利亚政府军三天内
击落两架无人机

伊朗军方 9 月 21 日展示今年 6 月
击落的一架美军无人驾驶飞机残骸，
再次提醒美国不要动武，声称即使遭
遇有限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强力回
应。

伊朗军方当天在一场纪念伊朗与
伊拉克二十世纪 80 年代战争、即“两
伊战争”的活动中展示伊朗防空武器
系统及其击落的外国无人机，包括今
年 6 月击落的一架美军无人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6 月 20 日在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RQ-4 型“全球鹰”式高空无人侦察
机，指认它侵入伊朗领空。美方声称，遭
击落时，无人机处于国际空域。

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
米出席展览时说，革命卫队举行过演
练，准备应对“各种情况”，“如果
有人侵犯边界，我们必将回击”。

萨拉米警告说，即使遭遇有限军
事打击，伊朗也不会善罢甘休。

他说：“（即使）一次规模有限的侵
略，（后果）也不会有限，我们将惩罚所
有侵略者，直到完全摧毁他们”。

出席同一场活动的伊朗革命卫队
航天部队司令阿米拉利·哈吉扎德说，
任何攻击伊朗的军事行动都将遭到
“毁灭性回击”。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阿美公
司位于沙特北部的布盖格炼油厂和胡
赖斯油田 9 月 14 日遭无人机袭击，燃
起大火，严重影响沙特原油产量。也
门胡塞武装承认发动袭击，但美国方
面指认伊朗是“黑手”，遭伊朗否
认。

沙特石油设施遇袭后，美国对伊
朗追加制裁，在海湾增加防空力量部
署。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9 月 20
日召集白宫国家安全团队讨论后续应
对方案。特朗普和其他美方高级官员
先前说，不希望与伊朗开战，不想动
用战争选项。

沙特外交国务大臣阿德尔·朱拜尔
9 月 21 日在记者会上说，袭击沙特石
油设施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由伊朗制
造且来自北方，即伊朗相对于沙特所
在的方向。朱拜尔说，沙特将等调查
结果出来后再采取应对行动。

美国和沙特没有就伊朗关联 9 月
14 日袭击出示证据。

海湾局势紧张令周边国家绷紧神
经。美联社报道，科威特近期加强港
口安全和军队战备状态。科威特面粉
和面包公司说，这家企业的储备粮够
科威特人吃 8 个月。

据新华社

21 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前右一）参观被伊朗军方截获的无
人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