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西亚能
源尧科技尧气候变
化与环境部长杨
美盈 5月 28日敦
促发达国家停止
向包括马来西亚
在内的发展中国
家输出塑料等垃
圾废品遥该部门此
前联合地方政府
在马来西亚最大
的港口巴生港查
处了一批虚假申
报的野洋垃圾冶袁分
别来自美国尧加拿
大和日本等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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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CGTN 微 信 公 众 号
CGTN 女主播刘欣于 5 月 30 日
早 8:25 渊美东时间 29日晚 8:25冤
应约与 FOX 商业频道女主播翠
西窑里根(Trish Regan)就中美贸易
等相关话题进行了一场公开辩
论遥

刘欣在 CGTN 北京主演播
室通过卫星连线的方式在翠西窑
里根的叶黄金时间曳节目里出现遥
这是中国主播与美国主播首次正
面交锋遥 有外媒报道称袁这场辩论
是电视史上的伟大奇观遥 翠西在
节目中称这也是美国电视史上前
所未有的对话袁 也是美国听到不
同观点的机会遥

双方就公平贸易尧知识产权尧
华为尧关税尧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
以及美方所谓的野国家资本主义冶
进行了长达 16分钟的对话遥

刘欣首先纠正翠西在节目中
对刘欣的介绍袁 翠西在节目中称
自己不代表特朗普政府袁 而刘欣
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遥 刘欣纠
正道袁我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袁我
今天是以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的
身份与你进行对话遥

翠西接着就贸易谈判发问袁
她问刘欣中美之间是否有可能达
成协议遥 刘欣说袁如果美方带有诚
意袁尊重中方谈判代表袁相信会有
一个好的结果袁 因为贸易战对中
美双方都不利遥

当翠西问道所谓中国 野知识

产权偷窃冶伤害美国公司问题时袁
刘欣反问道袁 你可以问下在华投
资的美国公司的意愿袁 问问他们
是否愿意在华投资袁 美国公司在
华投资利润丰厚遥 刘欣接着说袁我
承认袁 在中国是有一些侵犯知识
产权的案例袁 但是那都是公司的
问题袁 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很
多国家的公司都出现过这样的问
题袁这些仅是个例袁不能说美国公
司偷了就是美国偷了袁 中国公司
偷了就是中国偷了遥 刘欣解释道袁
中国社会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
有广泛共识的遥

当翠西问道有关华为是否愿
意与美国共享它的先进技术时袁
刘欣回答道袁 通过合作尧 互相学
习尧美国根据规则付费袁她相信这
是没有问题的遥 中美都在彼此学
习遥 我通过与美国教师学习英语袁
现在我的工作还需要美国专家帮
忙遥 只要我们共同合作袁按法律和
规矩办事袁 我相信这当然没有问
题遥

翠西还发问刘欣有关发展中
国家地位的问题袁刘欣答道袁中国
经济的总体量很大袁 但中国有 14
亿人口袁人均 GDP不及美国人均
GDP的六分之一遥 但是中国人很
努力袁 中国是联合国维和任务的
最大贡献者袁 也提供了非常多的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遥

当翠西问道关税的问题时袁
翠西说袁2016年袁中国对美国 16%

的商品征收 9.9%的关税过高遥 刘
欣说降低关税是一个很好的想
法遥这样袁美国消费者可以用更便
宜的价格买到中国商品袁中国也
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美国
商品遥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我
们现在是规则主导的世界袁如果
一方想要改变规则袁必须要取得
相关方的共识遥 美国不能对中
国有区别性对待袁降低关税需要
是个多边的共同决定遥 我们目
前执行的是 20 年前的标准袁在
关税问题上袁 我们的确需要改变
规则遥

翠西发问刘欣你如何定义
野国家资本主义冶袁刘欣解释道袁中
国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袁 让市场
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遥 国有企
业在经济中有重要作用袁 但作用
正在不断减少袁 国家并没有控制
经济的一切遥来看一组数据院中国
80%的就业是由民营企业提供
的曰 中国 80%的出口是由民营企
业提供的曰 中国 65%的创新是由
民营企业完成的曰 中国一些领先
的公司袁 比如因特网公司尧5G公
司都是民营企业遥 我们的经济制
度是混合的/多元的尧 活跃的尧开
放的遥

双方的辩论引发广泛关注遥
从社交平台的网民反馈看袁 翠西
一改昔日的做派袁 始终没有 野发
怒冶袁而刘欣大气严谨尧睿智平和袁
对答如流遥

记者 26日从国家互联网应急
中心天津分中心获悉, 通过自主监
测和样本交换形式,盗号神器等 66
个窃取个人信息恶意程序近日被
发现,该类病毒通过短信进行传播,
会私自窃取用户短信和通讯录,对
用户信息安全造成严重安全威胁遥

这 66个被曝光的恶意程序包
括 V聊尧盗号神器尧漏洞盗号软件尧
刷赞大师尧录像尧违章查询尧招标文
件尧年会邀请函尧各种游戏变态辅
助尧和平精英变态辅助尧汪少 QQ
飞车防封等遥 其中,恶意程序名称

出现最多的是录像,多达 17次遥
据了解, 这些恶意程序目前已

攻击影响了北京尧 河北尧 河南尧辽
宁尧山东尧天津等地用户的手机遥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
中心安全专家介绍说, 被曝光的这
66个恶意程序主要危害涉及:私自
将用户手机里已存在的所有短信
和通讯录上传至指定的邮箱; 私自
接收指定手机号码发来短信控制
指令,执行控制指令内容;私自将用
户接收到的新的短信转发至指定
的手机号, 同时在用户的收件箱中

删除该短信遥
安全专家和网络安全机构提

醒, 鉴于此类恶意程序多潜藏在诈
骗短信中,对于无缘无故出现的链
接或文件, 尤其是陌生用户通过短
信尧微信等工具发送的链接或文件,
不要点击或接收, 带有个人信息的
网页浏览记录等要及时清除; 利用
各类安全软件对诈骗短信尧恶意程
序进行拦截; 打开手机中防病毒移
动应用的野实时监控冶功能,对手机
操作进行主动防御,这样可以第一
时间监控未知病毒的入侵活动遥

深加工食品
可能使人更容易发胖

加工好的食品吃起来方便快捷遥 但
一项新研究表明,它们可能会野诱使冶人们
吃得更多,从而导致超重和肥胖遥

这项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的
国家糖尿病尧 消化系统疾病和肾病研究
所进行的研究,首次通过随机控制实验来
观察深加工食品对人们进食的影响遥 该
研究体系定义的深加工食品指的是含氢
化油尧高果糖玉米糖浆尧调味剂和乳化剂
等食品工业中常见添加成分的食品遥

实验显示,食用深加工食品的志愿者
平均每天比另一组志愿者多摄入约 500
卡路里热量的食物,而且吃得更快遥 他们
的体重两周后平均增加 0.9千克,而食用
低加工食物组则平均减重 0.9千克遥

陈翀

英国 70岁以上在职人数
创十年新高

英国一项调查显示, 将近 50万名 70
岁以上英国人仍在坚持工作,人数创十年
来最高纪录遥

英国叶每日邮报曳26日报道,英国就业
网站野少休息冶调查发现,将近 50万名 70
岁以上老人仍在从事全职或非全日制工
作,比 10年前增加 28.5万,意味着英国将
近每 12名 70岁以上老人中就有一人仍
在工作, 十年前 70岁以上老人工作比例
仅为二十二分之一遥

来自这家就业网站的斯图尔特窑刘
易斯说, 先前调查显示,50岁以上人群是
野推动英国就业增长的一个动力冶,如今的
分析则显示野职场上迅速增多的 70岁以
上老人为经济做出的显著贡献冶遥

专家认为,技术人才短缺和劳动力不
足是职场上老人增加的原因之一遥 他们
建议用人单位采取弹性工作制等措施,以
创造更利于老人的工作条件遥

程穆

北京首条自行车
专用路明天开通

横跨京藏高速,设置潮汐车道,采用
光伏路灯和助力系统噎噎记者 29日从北
京市交通委获悉,北京首条自行车专用路
5月 31日将开通运行,可将北京回龙观与
上地之间的通勤时间由约 40分钟缩短至
约 26分钟遥 道路长约 6.5公里, 其中 2.7
公里是高架桥遥

在距离地面约 6 米的高空, 桥梁由
1000余块钢箱梁拼装而成遥野路宽 6米,设
3条车道遥其中 2条绿色通行车道,1条红
色潮汐车道遥 高架桥部分设置 8个出入
口, 建设者引进荷兰自行车坡道助力技
术,上行设置了自行车传送带,减少推行
难度;下行设置了阻力装置,提高安全性遥

据介绍,这条道路的建设目的是缓解
北京市回龙观至上地之间的通勤出行难
题遥 两地之间直线距离仅 3.8公里,却聚
集了百度尧滴滴出行尧神州数码等多家企
业,通勤人口约 1.16万人遥 由于受到京藏
高速和京新高速阻隔,两地之间出行主要
靠地铁,早晚高峰排队时间较长,出行效
率低,安全隐患大遥自行车专用路可以野轻
便冶地解决这一难题遥

段虹

窃取用户短信和通讯录 66个恶意程序曝光

CGTN女主播刘欣与 FOX女主播翠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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