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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2日通过中
国提交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
贡献”决议。这是中国继2017年人权
理事会通过该决议后，第二次提出
这一重要决议并得到人权理事会成
员的广泛支持。

这一最新通过的决议重申发展
对享有所有人权具有重大贡献及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各国的
优先任务，呼吁各国实现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在人民中寻找发展动
力，依靠人民推动发展，使发展造福
人民，呼吁各国推进可持续发展，加
强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国际合作。

又讯 37个国家常驻日内瓦大
使12日联名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主席和人权高专，积极评价中国新疆
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和反恐、去极端化
成果，支持中国在涉疆问题上的立
场。大使们在联名信中赞赏中国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发展
促进人权，取得了巨大的人权成就，
也为国际人权事业作出了贡献。

这37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巴基
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古巴、阿尔
及利亚、阿联酋、卡塔尔、尼日利亚、
安哥拉、多哥、塔吉克斯坦、菲律宾、
白俄罗斯等。 据新华社

俄罗斯媒体12日援引俄总统新
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报道，俄土双方
正在落实S-400防空导弹系统合同。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12日表
示，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的S-400
防空导弹系统已开始交付。土国防
部同日发表声明说，该系统首批设
备运抵土首都安卡拉。佩斯科夫当
天就此事回答相关提问时说，“目前

一切都在严格按照达成的相关协议
与签署的合同进行”，双方正在履行
各自职责。目前不便公开其他信息。

据报道，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
12日证实，俄方开始向土方交付
S-400防空导弹系统。俄国防部当天
发表声明说，该系统其余部分的供应
将会严格按照俄土双方所签署合同
与协商的时间进行落实。 据新华社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13日
透露，根据计划安排，天宫二号空间
实验室已完成全部拓展试验，计划
于北京时间2019年7月19日择机受
控离轨并再入大气层，少量残骸将
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西经
160度-90度、南纬30度-45度）。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于2016年9

月15日发射入轨，设计在轨寿命2年，
截至目前，已在轨飞行超过1000天，
平台及载荷功能正常、状态良好，受
控再入大气层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按
预定计划扎实稳步推进。天宫二号再
入大气层后，我国将及时对外发布信
息、通报有关情况，坚定履行负责任
大国的国际义务。 据新华社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87期开奖结果：899，直选：4321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3：6424注，每注奖金346元。（16738074.6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87期开奖结果：89985，一等奖27注，每注
奖金10万元。（277040729.6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080期全国销售296452290元。开奖号码：05 13
18 19 24 02+07，一等奖6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3注，单注
奖金800万元。二等奖127注，单注奖金306022元，追加49注，单注奖
金244817元。三等奖211注，单注奖金1万元。4212738027.93元滚入
下期奖池。(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
彩网公告)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9月11日)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9187期开奖结果：112。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再次通过
中国提交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

俄土正在落实S-400防空导弹系统合同

知名IP云集、行业大咖助阵，游戏动漫音乐迷齐聚

动漫游戏音乐嘉年华 蓉城过把瘾
成都，这座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深厚文

化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加快推进“三城
三都”城市品牌建设，全面打造“国际音乐
之都”。在天府新区，一场现代时尚、动漫游
戏与音乐跨界联合的精彩表演盛大展开：7
月13日至14日，由成都市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指导，网易云
音乐与A-3主办，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

成都传媒集团、成都音像出版社协办的“网
易云音乐A-3动漫游戏音乐嘉年华”在成都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圆满举行。活动共有
19家动漫游戏音乐领域头部IP及知名企业
参展，涵盖音乐、游戏、动漫、青年娱乐、文
创等6个泛文娱领域，并邀请到众多业内知
名嘉宾进行表演，吸引了大量动漫游戏音
乐爱好者到现场参加活动。

据了解，网易云音乐A-3动漫游戏音乐嘉
年华是其首次以00后为目标群体策划主办的
大型线下娱乐活动，成都站为这一嘉年华系列
活动的第一站。活动以“Young”、“Yummy”、

“Yeah”为口号，体现出动漫游戏音乐领域
“更年轻”、“更愉快”、“更活力”的鲜明特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
活动现场知名IP云集，《阴阳师》、《决战！平
安京》、《第五人格》、《楚留香》等大热游戏
IP；《国风堂》、《画江湖》、《残次品》等音乐、
文学、动画IP；以及斗鱼、瞬心文化、源音堂
等企业都参与了此次展会活动。活动还邀

请到了熊祁、双笙、言生、夏磊等众多知名行
业嘉宾亲临现场进行演出。此外，更有新国
风音乐人大赛、精彩纷呈的舞台表演、趣味
无穷的互动环节……活动现场气氛火热，堪
称动漫游戏音乐领域一次盛大的年中庆典，
令到场的游戏动漫音乐迷们直呼过瘾！

本次嘉年华还特别设置了献礼祖国70
周年环节，到场嘉宾们纷纷在“献礼祖国70
周年”特制手绘墙上以“五角星”与“70”字
样为基础，绘制出对祖国的深深祝福；此
外，嘉宾小时还在舞台表演环节特别演唱
了歌曲《梦回天府》。

行业大咖助阵，打造动漫游戏音乐“年中盛典”

各地乐迷齐聚，彰显“音乐之都”全国影响力

网易云音乐A-3动漫游戏音乐嘉年华
成都站的落地，也是动漫音乐产业在国内
快速健康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动漫游戏
（ACG）和在线音乐行业迅猛发展，动漫游
戏音乐的深度融合成为全新趋势；同时，越
来越多具有特色的国风动漫游戏音乐受到
广大群众的喜爱。此次网易云音乐A-3动漫
游戏音乐嘉年华现场，也涌现出大量独具
特色的优秀国风作品，呈现出浓郁的中国
风格和中国气派，广受好评。

不少前来参展的企业及嘉宾表示，本
次嘉年华活动让他们更直观深切地感受到
成都已成为国内动漫游戏音乐的重镇。而
许多来到现场的动漫游戏音乐迷们也纷纷
称赞这场在成都举办的动漫游戏音乐嘉年

华营造了出色的城市音乐氛围，展现出创
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
城市文化。

当前，成都正加快建设独具人文魅力的
世界文化名城。此次“网易云音乐A-3动漫
游戏音乐嘉年华”活动的举办，既是成都推
进“三城三都”城市品牌建设的切实举措，也
展现出成都在动漫游戏音乐领域品牌价值
的不断提升。在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音乐
品牌之路上，成都还将不断吸引国内头部互
联网文创企业、顶尖音乐大咖及国风乐迷，
聚集行业资源，营造良好的城市音乐氛围，
为成都建设“国际音乐之都”助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李铭铭 摄影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宣布放弃
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加入公民身份
问题，同时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商务
部通过其他方式收集公民身份数据。

分析人士认为，共和、民主两党
在此问题上对立明显，如特朗普执
意通过行政令让公民身份问题出现
在人口普查问卷上，势必招致党派
缠斗和法律挑战，得不偿失。此外，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相关裁决于
白宫不利，司法部重新立论并及时
说服大法官们的难度很大。

为何打退堂鼓

美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
查，自1950年以来在人口普查问卷
中没有询问过公民身份问题。特朗
普2017年上台后着手对此做出改
变。2018年3月，负责人口普查事务
的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宣
布，2020年人口普查将涉及公民身
份内容。这一决定在过去一年多时
间里引发一系列政治风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6月底
作出裁决，暂时禁止人口普查问卷
上出现受访者“是否为美国公民”这
一问题，并表示特朗普政府增加这
一问题的理由“似乎站不住脚”。随
后当媒体爆出不包含公民身份问题
的人口普查问卷已经开始印刷时，
特朗普又高调宣称并未在此问题上
气馁，因此舆论普遍预期白宫将动
用行政手段强制要求问卷上出现公
民身份问题。

11日，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宣布
放弃在人口普查中加入公民身份问
题，并强调“这不是让步”。他在白宫
玫瑰园召开的记者会上说，他没有
放弃清点美国公民和非公民数量，
将通过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各机构
配合商务部展开清点工作。此外，他
还抨击民主党试图藏匿非法移民。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随
后的发言中表示，由于最高法院的
裁决和地方法院的挑战，所有能够
把公民身份问题纳入到问卷中的路
径已被关闭，司法部无法在不影响
人口普查工作的情况下完成申辩。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达雷尔·韦斯特表示，白宫意识到这
将是一场法律鏖战，坚持下去也很
难扭转局面，只会对人口普查工作

造成负面影响，得不偿失。

为何遭反对

美国人口普查结果直接关系到
国会选区重新划定和联邦政府资金
分配，特朗普政府试图增加公民身
份问题引发极大争议。

尽管特朗普政府表示，弄清楚
美国公民和非公民数量对于联邦政
府制定医保、教育、移民等公共政策
至关重要，在人口普查问卷上增加
公民身份问题合情合理，但反对者
认为其中包含政治私心。

反对者指出，考虑到特朗普政府
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部分移民
或因担忧自己或家人不是美国公民
而遭遣返，从而回避人口普查，而这
将直接影响人口普查的准确性。移民
是民主党的重要票仓，如果其人口被
少计，将对民主党选举不利。

美国民权联盟选举权项目主
任戴尔·霍11日发表声明说，白宫
很显然希望以此吓走部分移民，帮
助共和党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重
新划分选区。

纷争是否告终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收集
公民身份数据有何具体用途，但已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如有逾矩之处，
比如用于移民执法等，他们将在必
要时提起诉讼。

民主党方面也并未打算就此作
罢。国会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主
席、民主党人伊莱贾·卡明斯当天发
表声明，再度要求商务部和司法部提
交相关文件，解释当初为何要在人口
普查问卷中增加公民身份问题。

卡明斯还说，如果特朗普政府
不予配合，众议院将就罗斯和巴尔
是否藐视国会举行投票。众议院多
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斯滕尼·霍耶透
露，众议院将于16日就相关决议进
行表决。按照相关规定，被认定藐视
国会的人将面临最高1年监禁和最
高不超过10万美元的罚款。

不过有分析认为，即便认定罗
斯和巴尔藐视国会，司法部也不可
能对特朗普政府官员提起刑事指
控，所以此举主要是象征性的，但也
意味着两党围绕人口普查的斗争仍
将继续。 据新华社

国 际 观 察■

心心念念的这件大事
特朗普为何打了退堂鼓

1500多公里，是广东化
州到浙江淳安的距离。生于
化州的梁某华与谢某芳从淳
安骗走了章子欣。“奇怪”，是
梁谢二人老家的亲属、邻居、
村干部说起此事时提及最多
的一个词。

梁某华的家人到宁波认尸
时称其已15年没回过家。12日
他侄子对记者说：“上次见他我
还不到10岁，样子我都记不得
了，但能看出大概，和我爷爷有
些像，但我爷爷走他都没回来，
对这个家他还能有什么感情？”

化州属茂名市辖，梁某华
的老家在官桥镇六堆村，距化
州城20多公里。谢某芳的老家
平定镇平山村更偏远，离化州
城60多公里，但规模大一些。

六堆村村支书彭正春介
绍，梁某华家兄弟三人，应该
还有两个大姐，但是早年嫁
到别处去了，情况不明。彭正
春生于1960年，只比梁某华
大6岁，但他说自己从来没有
见过这个人，“我2004年当支
书，他应该就是那一年出去
打工之后再没回家”。

彭正春听说，梁某华离
开村子的起因是和妻子吵
架，妻子一气之下烧掉了结
婚证。此后，梁某华负气出
走，再也没有过问一子一女，
但并未和妻子正式离婚。“他
女儿大一些，20岁左右，好像
上到初中就出去打工，儿子
小一点，16岁，我看（新闻）说
是从来没见过爸爸。”

六堆村外出务工人员很
多，但像梁某华这样杳无音
讯的人极少。记者在一个小
山坡上看到了梁某华住过的
祖屋，已废弃多时，门前旱厕
杂草丛生。祖屋后不远处，有
梁某华父母建的平房。

村干部说，梁某华的母
亲姓彭，已经八十多岁高龄，
生活尚能自理。她刚因为中
风从医院回家，村里没人告
诉她儿子自杀的消息，怕老
太太承受不了。

六堆村多半是两层以上
小楼，梁家平房显得有些落
寞。在梁家附近，记者询问几
位路人认不认识梁某华，得
到的回复都是不认识。

揭开两名租客
背后的故事

13日，浙江象山，一家旅游公司的
游船司机在石浦港海域发现海面上漂
着一具尸体。游船司机称，当时尸体距
他八九米远，他看到后就第一时间报
告给渔警，渔警赶到现场将尸体打捞
上岸。据象山警方通报，尸体疑似失联
女童章子欣，已被送往殡仪馆尸检。

记者获得了一条由救援队提供的
现场视频，据视频显示，一艘蓝色船只
缓缓驶进港口，口岸处则有大量警察
等候。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条船正是将
章子欣遗体接送至岸边的船只。

章子欣遗体疑似被发现的消息
曝光后，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章子欣
的姑父，他当时告诉记者由于还未确
认所以警方未通知其前往。13日下午4
时左右，记者获悉，章父已经从千岛
湖老家离开，正赶往象山县殡仪馆。

章子欣给父亲打的最后一个电话
里，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爸爸，我回不
来了。”她本意是那一天她不能按时回
家，谁知，她可能真的再也不能回家。

记者抵达象山县殡仪馆后没多
久，疑似章子欣的遗体便被送至殡仪
馆法医鉴定中心。象山县公安局于13
日下午发布通报称，7月13日中午12时
30分许，在象山石浦海域（东经121度
59分、北纬29度12分）海面上发现一具
尸体。目前，尸体已被打捞上岸，衣着、
体貌特征疑似失联女童。警方已通知
家属来象山辨认，并将通过相关手段
进一步确认身份，查明死因。昨日中
午，蓝羚救援队沈队长告诉记者，警方
曾通知救援队，遗体身份需要DNA检
测确定。13日晚警方发布通报，确认了
在石浦港海域发现的女孩遗体为失联
女孩章子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严雨程 综合澎湃新闻

13日，疑似章子欣的遗体在檀头山
被发现。据知情人士透露，该遗体由一
名游船司机发现，他在发现后拨打了渔
政部门的电话，随后警方到场确认遗体
存在。根据遗体衣着、体貌特征判断，疑
似杭州淳安县9岁失联女童章子欣。

7月4日早上6点30分，9岁女童章
子欣在家中被租客梁某华（男、43岁、
广东省化州市人）、谢某芳（女、46岁、
广东省化州市人）带走，随后失联。7月
8日凌晨，梁某华、谢某芳在宁波市东钱
湖跳湖自杀身亡。而章子欣一直下落不
明，其最后现身处为宁波象山县松兰山
旅游度假区内观日亭附近。

13日，记者从浙江警方获悉，由于
疑似女童遗体经连日海水浸泡，已无法
通过正常识别手段识别具体身份。浙江
警方派出法医及鉴定专家赶赴象山，对
疑似失联女童遗体进行进一步身份鉴
定。13日晚上警方确认了发现的遗体为
章子欣。

不幸的消息
海面上发现遗体

确认为失联女孩章子欣

“听说那个女的也是母亲去
世了不回家。”另一位村委工作人
员感叹，“这两个人还真般配。”

“两个人是天生一对。”谢
某芳的侄子也这么说。

谢某芳是家中年龄最小的
子女，有五个哥哥。现在只有大
哥还生活在老家平山村。她的
大哥谢某玉家一位年长的邻居
说，二十多年没见过谢某芳了。

对于物质，梁谢二人看起
来也态度趋近。梁某华的微信
头像和朋友圈题图都是兰博基
尼跑车，谢某芳曾骗过哥哥们
数十万元积蓄。她的侄子说：

“我几个叔叔都是老实巴交的
人，不会想到（妹妹骗钱）吧。”
至于谢某芳骗钱目的，侄子并

不知情，他猜测，“那个人可能
出去之后进了什么组织，所以
后来喜欢炫富，还骗家里人钱，
这很像被传销洗脑了不是吗？”

提起谢某芳，侄子的称呼
偶尔是“姑姑”，更多则是“我
爸那个妹妹”或者“那个人”。

针对网上盛传的“冥婚
说”，彭正春和平山村妇女主
任都称，当地并无冥婚风俗。

另据了解，警方正在调查
梁某华和谢某芳二人生前的基
本情况。淳安县公安局副局长
余小阳透露，目前基本确定二
人跟网上流传的宗教组织没有
关系，他们计划14日对外公布
初步的调查结果。

综合上观新闻、央广网

和妻子吵架负气出走
离家15年 此间从没过问过子女他/

村里人说她母亲去世也没回家
曾骗过哥哥们数十万元她/

、

宁波象山县松兰山旅游度假区内观
日亭附近，章子欣失踪处

图据蓝羚救援队

动漫游戏音乐嘉年华活动现场

痛心 奇迹终究没有发生
失联女童遗体被找到！

浙江女童失联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