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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周边的气候和环境相对于高原
来说肯定是好一些的，儿女们一直希望我
和老伴退休后能在四川颐养天年。前期
也有一些四川的房地产开发商来青推销
自己的房子，但我和老伴还是有一些顾
虑。5月 6日刚好在《西海都市报》上看见
四川广汉看房团启动的消息，我和家人一
商量就赶紧来报名了。毕竟由你们主流
媒体组织的看房活动，我们放心！”作为本
报忠实读者的刘先生，每天阅读《西海都
市报》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这次的看
房团活动无形中为他实现了置业四川的
梦想。刘先生说，对于一名史学爱好者来
说，安家三星堆文旅城旁，是这次看房团
给他的另一大惊喜。

为感谢广大市民对西海都市报看房
团的大力支持，西海都市报“择一城 终一
生”四川看房团 5月 6日正式起航，致力打

造我省最放心最贴心最诚心的看房团！
此次看房团招募工作启动以来，受到了广
大市民的极大关注，纷纷致电咨询报名。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呀？”、“贵吗？参加你
们看房团有什么优惠啊？”……楼盘价格、
区位优势、优惠力度成为了广大购房者咨
询的热点。据了解，西海都市报“择一城
终一生”四川看房团将于 5 月 17 日至 19
日走进四川广汉优筑·天府城。届时，现
场将有专业的置业顾问带你看专属你的
好房，帮你解答所有的购房疑惑。品美
食、看美景、购好房两天两夜广汉双卧游
一站全搞定，400元，吃住行全包。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次看房团的
目的地——广汉优筑·天府城，来领略她的
魅力吧！
410亩高端生活大城 墅级低密人居典范

长江文明之源——三星堆畔，优筑集

团以 410 亩宏图巨制，匠造新中式传世府
邸，以媲美别墅的 2.5 容积率，最大 410 米
阔尺楼间距及 2T4 户纯居梯户比，呈现低
密舒居典范；充分汲取迪拜景观设计精髓，
融合中国故宫布局规制，以“六水绕六园”
的 20万方湾景度假园林景观格局，缔造归
家仪式感。

高铁高速全畅通 立体交通全城畅达
优筑·天府城周边立体交通体系，7分

钟直抵高铁站、高铁 18 分钟到达成都东
站，自驾 30 分钟到达天府广场，成绵乐城
际铁路、成都地铁 23 号线延伸线（北延线
轨道交通）等轨道交通，5、6、10 等多条公
共交通，让出行更加便捷，畅达大成都。

专属房源 专属优惠 专属于你
为了回馈这次看房团的准业主们，开

发商此次专门拿出了 93.73m2——130.94
m2多种面积的户型，从两室两厅到四室两

厅，价格更是优惠到了 6300元/㎡——6500
元/㎡的均价，活动价格仅限此次看房团。
关键买房送车位，带产权的车位哦！

心动不如行动，立刻报名加入吧！
看 房 团 咨 询 电 话 ：18997173773

15003661959 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此次
看房团微信群，参团买房更优惠

报名提示：
请 于 5 月 15 日 前 携 带 身 份 证 原 件

或者复印件至城中区长江路 7 号（海悦
酒店东侧）青海湖大厦二楼西海都市报
广 告 部 现 场 报 名 ，
同 时 交 纳 400 元 /人
报 名 费 ，费 用 包 含
享 受 成 都 两 天 两 夜
的 看 房 团 之 旅 ，往
返 卧 铺 车 票 ，吃 住
行等费用。

惠风千里 不如看房有你
“择一城·终一生”西海都市报四川看房团火爆报名中

来一场不一样的“旅行”吧
本报记者 贺万伟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针对美方近日
又对“一带一路”倡议攻击抹黑一事，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到底谁
是搅局者，谁是实干家，国际社会自有公论。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8 日访问
英国时称，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损
害各国主权，美方敦促英方对“一带一路”

保持警惕并发声反对。
耿爽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说，一段时间

以来，美方个别人士针对“一带一路”倡
议，持续发表不负责任言论。特别是第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更
是来势汹汹、甚嚣尘上。

“但结果怎么样呢？150个国家、92个

国际组织共 6000 多名代表参加了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其中也
包括美方的 50 多名代表。这是国际社会
用行动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投出的信
任票和支持票，也是对美方言行最好的回
应。”耿爽说。

“这两天美方个别人又开始老调重

弹，继续对‘一带一路’倡议攻击抹黑。他
们说得不累，我们听得都累了。”耿爽说，

“我想再次提醒他们，不要高估自己的造
谣能力，也不要低估他人的判断能力。如
果他们愿意，那就让他们继续说，我们会
继续加油干。到底谁是搅局者，谁是实干
家，我想国际社会自有公论。”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经
济参考报》5 月 9 日刊发题为《移
动流量平均资费降低 20％》的报
道。文章称，网络提速降费将迎
来实质性进展。工信部、国资委
8 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深入推
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支撑经济
高质量发展 2019 专项行动的通
知》（下称“专项行动”），明确开
展“精准降费”，实现中小企业宽
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均降低 15％，
内地与港澳地区间流量漫游费
降低 30％，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
费降低 20％以上，减少在售套餐
数量。同时移动网络扩容升级
上，推动 5G 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促进系统、芯片、终端等产业链
进一步成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

究员张影强向《经济参考报》记
者表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速
率和费用是制约通信应用两个
关键因素，目前,我国网络速率和
全球相比已经走在前列，但整体
费用偏高。此次专项行动抓住
了提升网络应用的“牛鼻子”，将
进一步激励移动互联网在企业
和居民中使用，带动信息消费，
促进我国内需市场扩大。

张影强表示，目前我国正处
在 4G 和 5G 的转换期，5G 一开始
难以全部覆盖，需要把 4G的基础
设施用好用足，做到两条腿同时
走路，满足社会与个人日益增长
的流量需求。随着 5G商用渐进，
虽然 5G资费尚未明确公开，但在
提速降费大背景下，5G使用资费
不应该太高。

9日，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共吉林省委宣
传部共同主办的“新中国人权 70 年：道路、实践
与理论”研讨会在吉林大学举行。与会人士表
示，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人权事业发展取得历史
性成就，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昂首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向巴平措说，70年来，
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将人
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使中国人
权事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创
造了前所未有的人权发展奇迹。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徐显明说，1949年新
中国成立前，一些学者总结我们在人权领域面临
着“五座大山”：第一是“贫”，中国人均GDP仅有
27美元，人民普遍处于贫困状态；第二是“病”，中
国人被贬称为“东亚病夫”，人均预期寿命不到 35
岁，是世界上人均预期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第
三是“愚”，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 1 年，约
90％的中国人是文盲；第四是“乱”，大大小小的
战争持续不断，人民一直生活在战乱之中；第五
是“散”，人民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像一盘散
沙一样。

“经过 70年的发展，我们在人权领域最大的
变化就是搬走了‘五座大山’。”徐显明说。

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连续多年大幅提升。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
76岁，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1年，都已超过世界
平均值。新中国成立以后，创造了和平的发展
环境，人民安居乐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形成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这个共同的价值观。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李君如认为，我国
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和党章，将其作为
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中国人权事业经历了三次伟大飞跃，
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中
国人权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人权事
业发展相统一，这是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最根本
的一条人权经验。”李君如说。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张文显
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

优越的环境和很好的制度保障，因此，人的自由
发展、有个性的发展、充分的发展应当成为人权
的重要议题，需进一步推进人权事业的发展，并
不断加强人权法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海年说：
“我深深感到，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我们党领
导全国人民长期奋斗的成果。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们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
局，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推动了我国
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此外，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重要理念，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得到
许多国家的响应，将推动世界人权事业不断发
展。”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随着人权发展，中国的
妇女权利保障取得了长足进步。

来自全国妇联联络部的张迪表示，中国始终坚
持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妇女发展实际结合起来，
运用法律、行政、宣传、教育等多种手段促进妇女各
领域权利的实现，保障妇女平等行使民主权利、平等
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

张迪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促进男女平
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进一
步完善，为妇女人权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保
障。特别是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妇女就业选择更
加多元、创业之路更加宽广。在制定民法总则、
修订刑法、颁布实施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法规方
面，更加注重保障妇女权益，妇女在各层次各领
域的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影响力日益增强。

“妇女人权是普遍人权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保障妇女的政治权利，是我国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在
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下，中国妇女政治参与水
平不断提高。”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张晓玲
说。

与会人士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
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在多个场合就人权作出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
国人权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华社长春5月9日电

新中国人权70年
取得举世瞩目历史性成就

美方继续攻击抹黑“一带一路”倡议

外交部：国际社会自有公论

移动流量平均资费降低20％

5 月 9 日，常青街道金寨南路社区志愿者陪伴辖区老人来到牛角
大圩四季花海赏花。

当日，安徽省合肥市常青街道举办“温馨五月 感恩母亲”主题活
动，迎接母亲节的到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