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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手无寸铁的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
伊德被白人警察膝盖压颈数分钟后惨
死，由此引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迅速蔓
延全美国并已持续一周，伴随发生的打
砸抢烧让尚未走出新冠疫情阴霾的各
大城市又陷入另一个困境。

面对国内乱局，美国政客们本应全力
以赴稳定局势，倾听公众诉求，解决存在
的问题。但令人诧异的是，在抗击新冠疫
情中不断企图“甩锅”他人的政客们，竟然
想把美国民众抗议的锅也甩出去。只可
惜，这只锅太沉重，他们恐怕甩不动。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
奥布莱恩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责一些
国家试图通过社交媒体鼓动美国的暴乱，
利用美国种族问题捞取好处。共和党参
议员马克·卢比奥在推特发文称，全国性
的示威和反对行动与至少三个“境外敌对
国家”的大量社交媒体活动有关。

美国政客们又一次让人见识了什
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美国
有四处煽风点火的传统，只要利益所
在，无所不用其极。从欧洲、中东到亚
洲，少有动乱背后没有美国的影子。所
以，当动乱发生在美国国内的时候，他
们依然会把自己的理论代入，尽管他们
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

一段时间以来，美政客在抗疫上的
“甩锅”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今，
他们又在抗议问题上故伎重演，其转嫁
矛盾的心思明眼人一眼就可看穿。

专家学者一致的看法是，美国长期
存在的社会不公和种族歧视导致抗议

爆发和蔓延，弗洛伊德之死不过是个导
火索。

社会不公与种族歧视是美国社会
痼疾。被压在白人警察膝下的弗洛伊
德痛苦喊出的“我无法呼吸”，非裔美国
人埃里克·加纳 2014 年被警察锁喉窒
息前也喊过。而纽约市上一次实行宵
禁是 1943 年，因一名黑人士兵被警察
射伤而引发骚乱。

针对种族的司法不公也是祸根之
一。回顾数十年来美国发生的骚乱事
件，无论是1962年密西西比骚乱、1967
年底特律骚乱、1968年全美骚乱、1992
年洛杉矶骚乱，还是 2014 年弗格森事
件，大都与黑人惨死警察之手有关。而
且，多数情况下涉案警察都以轻罪甚至
无罪过关。否则，也不会有“黑人的命
也是命”这句口号。

新冠疫情让美国的社会不公更加
凸显。统计数字显示，包括非裔、拉丁
裔和亚裔在内的少数族裔死于新冠病
毒的比例远远高于白人。

只知“甩锅”的政客们缺乏解决问
题的诚意。就在抗议和骚乱将包括纽
约在内的众多大城市推入宵禁的时候，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媒体专访中对国
内严峻的形势轻描淡写，却把几乎所有
时间都用来抹黑和攻击中国。

新冠疫情已造成美国超过10.5万
人死亡，政客们试图推卸责任的“甩锅”
行为一直没有得逞。而眼下的骚乱触
及了美国社会深层次问题，分量沉得
很，美国一些政客又想把这口“锅”甩给
别人，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新华社纽约6月2日电）

抗议的锅太沉重
美国政客甩不动

新华社北京 6 月 2 日电 （记者
朱超 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
日说，美方以莫须有罪名出台措施限制
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签证是开历史倒车，
只会损人害己。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
国务卿蓬佩奥6月1日发表声明称，特
朗普政府重视包括中国在内国际学生
和研究人员的重要贡献，但不会容忍中
国从美学术和研究机构非法获取美技
术和知识产权，并用于本国军事目的。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和其他问题一样，蓬佩奥惯于编

造谎言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找借口。”赵
立坚说，中国留学人员聪明勤奋，一向
是中美科技教育交流和两国人民友谊
的重要桥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以莫须有的罪名出台措施限制中国留
学人员赴美签证，严重侵犯中国留学人
员正当权益，完全违背中美两国人民包
括青年一代开展友好交流的共同愿望，

“这是开历史倒车，只会损人害己”。

外交部：

美方限制中国留学人员签证是开历史倒车

“幼升小”家长别困惑，这份解读让你心中有底
2020年九龙坡区小学招生工作全面启动

近段时间，各地
陆续进入义务教育招
生入学关键阶段。不
少面临孩子“幼升小”
的家长感到困惑：什
么时间能开始报名？
如何在网上提交申
请？要准备哪些材
料？流动人口随迁子
女入学需要满足什么
条件？

为此本刊整理出
2020年九龙坡区小学
招生工作全解读。

通过解读，及时、
全面、彻底地帮助家
长打消疑虑，让家长
在报名中能做到“心
中有底”，同时也通过
“阳光招生”保障适龄
儿童公平入学。

九龙坡区教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随着
2020年小学招生工作
全面启动，区教委将
全方位监督保障招生
规范公平。今年仍然
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公
办学校招收择校生，
禁止乱收费行为，同
时建立和完善招生公
示制度、咨询制度和
社会监督制度，实行
“阳光招生”，做到信
息公开、机会公平、结
果公正。

█接收对象

（一）符合“三对口”的适龄儿童
1.凡2020年8月31日（含8月31

日）前年满6周岁，户籍在本校招生服
务区域内，且符合“三对口”入学条件的
一年级新生。

“三对口”即学龄儿童与父亲或母
亲的户口在一起，其“户口簿地址”与

“父亲或母亲的房屋产权证明地址”和
“实际居住地址”是同一地址。

2.需提供适龄儿童与其法定监护
人的同一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

3.户籍地适龄儿童入读学位紧张
学校，除满足“三对口”条件外，还须满
足以下两条规定：

一是“六年一户”，即招生地段内同
一套住房6年中只能提供一户家庭子
女入学；二是“提前一年”，即必须提前
一年（于2019年8月31日前）完成落
户。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本区户籍适龄
儿童由区教委调剂安排到周边学校就
读。
（二）参照“三对口”政策接收的本区户
籍适龄儿童

1.凡2020年8月31日（含8月31
日）前年满6周岁，户籍在本校招生服
务区域内，且符合参照“三对口”政策接
收条件的一年级新生。

2.参照“三对口”政策，即适龄儿童
因父母无自购房，自出生日起户籍一直
挂靠祖父母（外祖父母），与父母、祖父
母（外祖父母）在招生服务区常住的，视
为符合“三对口”入学条件。

3.需提供适龄儿童与其法定监护
人的同一户口簿、房屋产权有效证件、
九龙坡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适龄儿
童法定监护人（父母双方）无房证明。

九龙坡区户籍地
2020级新生报名须知

九龙坡区在做好户籍地学生招生工作
的基础上，利用空余学位尽力解决辖区内流
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问题。空余学位满额
后，将不再接收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

█接收办法

（一）购房入学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父（母）在九龙坡区

购房（所占房屋产权的比例不低于51%）且
连续居住满1年。

所需网上提交材料：①监护人及儿童户
口簿；②身份证；③房产证（如果因抵押、拆
迁等无房产证，可提交房产证复印件、购房
合同、九龙坡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打印的有房
证明或其他房产证明）；④九龙坡区暂住登
记凭证。

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按照购房时间先
后进行电脑排序。
（二）积分入学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父（母）在九龙坡区
经商（办实业）或缴纳社保且连续居住满1

年。
所需网上提交材料：①监护人及儿童户

口簿；②身份证；③九龙坡区暂住登记凭证；
④九龙坡区参保证明或九龙坡区营业执照
有效证明（累计满12个月及以上）。

积分计算办法：入学积分=生活积分+
工作或经商积分+附加分

1.生活积分：随迁子女父母其中一方具
备九龙坡区暂住登记凭证，以证件登记时间
为依据，1个月计1分，积分不封顶。其中起
始月不规定具体办理时间，均认定为1个
月，截至2020年4月。

2.工作或经商积分
随迁子女父母其中一方当前在九龙坡

区人力社保部门缴纳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的累计时间计算积分，1个月计2分，积分不
封顶。其中起始月不规定具体办理时间，均
认定为1个月，截至2020年4月。

随迁子女父母其中一方持有效的九龙
坡区市场监管局颁发的工商营业执照，按工
商营业执照办理时间计算积分，1个月计2
分，积分不封顶。其中起始月不规定具体办

理时间，均认定为1个月，截至2020年4月。
工作或经商只能选其中一项进行申请

积分，两项不累加。
3.附加分
随迁子女父母双方均在九龙坡区居住

并就业的，可以一方作为主申请方计算积
分，另一方的生活积分和社保或经商积分折
半计算（即工作生活积分1个月0.5分、社保
或经商积分1个月1分），积分不封顶。

各学区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按积分进
行电脑排序，根据空余学位情况录取。

█补充说明

1.请符合申请条件的流动人口子女监
护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在网上进行入学申请，
逾期不再受理。

2.若全区学位满员，九龙坡区将不再接
收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建议在本区积
分较低的适龄儿童监护人提前另行做好安
排。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
2020级新生报名须知

█申请时间

（一）九龙坡区户籍适龄儿童入
学申请时间

凡符合相关招生政策的户
籍地适龄儿童家长，于6月2日
～6月8日进行入学申请，6月10
日家长查询入学申请审核结果。

（二）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申请时间
1.凡符合购房入学政策的拟入学

适龄儿童家长于6月12日～6月16
日提交入学申请，家长可于6月22日
查询入学申请审核结果。

2.凡符合积分入学政策的拟入学
适龄儿童家长于6月23日～6月29
日提交入学申请，家长可于7月2日

查询入学申请审核结果。

█申请方式
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搜索公众

号“九龙教育”或扫描二维码（见下
图）关注该公众号。进入该公众号
后即可按相关步骤进行入学申请。

划重点！网上提交入学申请要看清时间

王小寒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廖君
王自宸 侯文坤 乐文婉

武汉市2日公布集中核酸检测排
查结果，从5月14日0时至6月1日24
时，检测9899828人，没有发现确诊病
例，检出无症状感染者300名，目前没
有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传染他人的情
况。围绕核酸“普查”结果，“新华视
点”记者对四个焦点问题进行追踪。

集中检测实现应检尽检、
愿检尽检了吗？

从5月14日起，武汉市部署开展集
中核酸检测排查工作，排查无症状感染
者。记者2日从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从5月14
日0时至6月1日24时，武汉市集中核
酸检测9899828人；加上此前已做过检
测的人员，武汉累计共有1090.9万人完
成核酸检测，基本做到人员全覆盖。

为尽可能让居民都参加集中检
测，武汉各区还设置“查缺补漏”采样
点，同时，为老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
便群体上门服务进行补采。

十多天检测近990万人，
如何提升检测效率、保证准确率？

在集中检测过程中，武汉日检测能
力从30万人份快速突破100万人份。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王
卫华透露，为保证集中核酸检测工作
顺利开展，武汉市第三方检测机构由
23家增加到63家、检测人员由419人
增加至1451人、检测设备从215台套
增加到701台套，通过人员倒班、设备
不停、24小时满负荷运转，实现检测能
力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武
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介绍，为核
验检测质量，各检测机构对检出的阳性
或可疑阳性样本，逐一复核；同时，武汉
市临床检验中心对各检测机构进行抽样
复核，共抽取样本35961份，未发现前后
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情况。

检出无症状感染者 300
名，后续如何管理？

据介绍，在集中检测的9899828

人中，没有发现确诊病例，检出无症状
感染者300名、检出率为0.303/万，追
踪密切接触者1174名，其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

无症状感染者有无传染性一直是
公众心中的疑问。此次集中核酸检测
结果显示，目前，武汉市无症状感染者
在全人群的占比极低，没有发现无症
状感染者传染他人的情况。

中华预防医学会社会医学分会
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卢祖洵分享了一
组数据，4月 26日以来，武汉市疾控
中心对 106 例无症状感染者提取痰
液和咽拭子样本，经病毒分离培养和
测序分析，未培养出“活病毒”；5月
14日以来，武汉市疾控中心对300名
无症状感染者的家庭及居住环境进
行采样，采集了无症状感染者使用的
口罩、水杯、牙刷、手机等擦拭样共
3343 份样品，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目前没有发现无症状感染者有传染
性。”

无症状感染者备受关注，检测出
的300名无症状感染者后续如何进一
步加强管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
络组还指导武汉市组建了临床专家、
心理医师专家团队，对无症状感染者
诊治做到“一人一方案”，并做到随访
复诊闭环管理。

“普查”结果如何应用到常
态化疫情防控中？

前后十多天、总支出9亿元左右，
集中核酸检测排查结果对后续常态化
疫情防控有什么作用？

“本次核酸检测结果对武汉调整
下一步的防控措施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张定宇认为，从流行病学角度来
说，虽然还不能排除零星散发病例出
现的可能，但在做好防范的同时，可以
结合实际，优化调整小区管理措施，更
好地方便居民生活。

发布会现场接受视频连线的国家
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
院院士李兰娟表示，武汉市未筛查出
无症状感染者的小区占比近97%，这
个比例已经相当高。

（据新华社武汉6月2日电）

武汉市十余天完成近千万人核酸检测

“普查”结果公布，四个焦点问题有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