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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在25日
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绿色之路分论坛上，“一带一路”绿色
发展国际联盟正式成立，为“一带一路”绿
色发展合作打造了政策对话和沟通平台、
环境知识和信息平台、绿色技术交流与转
让平台。

分论坛还正式启动了“一带一路”生
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发布了绿色高效
制冷行动倡议、绿色照明行动倡议和绿色

“走出去”行动倡议。
绿色之路分论坛由生态环境部和国

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主办。论坛主题是“建
设绿色‘一带一路’，携手实现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来自30多个国家政府部
门、相关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工商界的
近300位中外嘉宾代表出席会议。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表示，“一带
一路”不仅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绿色发
展之路。近6年来的共建“一带一路”实
践中，中国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注重
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
推动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
理，在投资贸易中强调生态文明理念，加
强生态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
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
各方绿色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工信部部长苗圩说，制造业是实体经

济的主体，是绿色发展的主阵地。我们秉
持开放合作理念，共同打造“一带一路”绿
色产业链。要加强绿色发展政策对接，搭
建双边、多边工业绿色发展合作机制和平
台；要拓展绿色发展合作领域，加快绿色
标准国际互认，共建一批绿色工厂和园
区；要加快绿色发展能力建设，传播绿色
发展理念和实践经验。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丛亮说，推
动绿色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命题，需
要各方相向而行、携手合作。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是中国政府和
人民的坚定选择，孕育巨大发展机遇，中
国愿与更多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绿色

“一带一路”，期待各方加强对话沟通，务
实推进项目合作，加强绿色技术合作，大
力发展绿色金融，共创绿色发展美好未
来。

捷克副总理兼环境部部长布拉贝茨
说，经济增长要着眼长远、注重可持续发
展。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绿色发展领
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共建“一带一
路”各方携手努力，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等
绿色发展合作。比利时、老挝、蒙古国等
国部长级官员及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发言中
也表示，愿与各方合作，共同推进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在京成立
打造绿色发展合作沟通平台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体制改革司副司长薛海宁
25日说，深化医改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药
品价格，新增17种抗癌药进入医保目录，
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地区中标药品
价格平均降幅达52%。

2018年，国务院决定对进口抗癌药
实行零关税。在此之后，国家对药品价格
持续发力，从国务院两次召开常务会议的

决定，到有关部门的系列政策，政策红利
正在惠及更多百姓。国家医保局通过开
展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新增17种
抗癌药进入医保目录。此外，通过开展抗
癌药省级专项采购，共有1714个药品降
价，平均降幅10%。薛海宁在国家卫健委
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各地抗癌药
降税降价政策逐步落地见效，所有省份已
全部实现挂网采购和医保支付，保障癌症
患者用药需求。

药品带量采购也是医药界普遍关心
的话题。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
案的通知》发布，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
开展了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
据了解，11个试点城市目前已全部启动了
试点工作。

薛海宁说，总体来看，试点工作稳步
实施，预期的改革效果初步显现，药品价
格有效降低。发挥以量换价的优势，试点

地区中标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52%，非试
点地区价格联动，部分未中选品种企业主
动降价争取试点以外的市场，药价整体呈
明显降低趋势。

薛海宁说，下一步有关部门将进一步
推动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研究推进国
家基本药物供应保障的综合试点，同时以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作为突破口，
推动医改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
的进展。

我国推进药品领域改革
促进药品价格降低

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电子商
务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搭售商品或
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
意，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
同意的选项。然而，“新华视点”记者调
查发现，不少APP在用户购买服务时，
对于自动续费没有明确提示，有的甚至
默认勾选。当用户想要取消自动续费时
困难重重，有的APP上甚至找不到任何
取消订购的提示。

不少APP自动续费标识不明显，有
的默认勾选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APP在购买会
员服务时都会设置多种选项，比如一个
月、一季度、半年或者一年等，同时设置
了自动续费选项，但一些APP自动续费
没有明确提示，往往还默认勾选。

有的只要购买付费服务，就不经意
被自动续费。记者下载了某手机办公软
件，发现共有五款会员套餐，自上而下排
列。置于界面最上端的套餐即可满足基
本服务，记者直接勾选第一项购买。无
意中向下翻看却发现，在界面的最底端，
有一行浅灰色和蓝色的字提示：点击开
通，表示同意并接受会员服务条款和连
续包月服务条款。

有的默认勾选自动续费。刘女士后
来仔细查看才发现，订购会员的系统界
面上有很小的一行字：“到期后自动续
费，可随时取消”，并且已被默认勾选。

“不仔细看根本不会注意到那行字，虽然
钱不多，但这种默认勾选的行为让人气
愤！”

还有一些软件在下载安装过程中，
会给出“开始为期7天的免费体验”的提
示，吸引用户订阅，却同时用浅色字样在
旁边标注“订阅将自动续费”。不少用户
点击本以为仅表示确认试用的“同意”按
钮时，实际变成了同意到期自动续费。

想取消自动续费不易

电子商务法规定，经营者搭售商品
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
注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规定，经营
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
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有
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

但记者调查发现，不少APP也没有
“以显著方式”提示如何取消自动续费服
务，用户想取消自动续费没那么便捷。

有的APP上找不到任何取消订购
的提示。刘女士当时想马上关闭自动续
费，可找遍软件界面，没有发现任何引导
与操作说明。

记者打开该 APP，在订购会员页
面，既没看到相关消费协议，也没有任何
有关退订服务的说明指示。通过在网上
查询才了解到，用户需要主动咨询客服，

才能够获得相关指引。记者具体操作发
现，用户需要在APP中“我”那一栏中，
点击右下角的“提问客服”，输入“如何关
闭自动续费”，才会看到相关说明。

有的APP将退订方法隐藏在密密
麻麻的说明中，很难找到。记者打开某
办公软件会员特权订购界面最下方的
《连续包月服务条款》，看到的是密密麻
麻的小字，而且界面无法通过手势操作
放大字体，只隐约看见相关链接。记者
电脑端登录后，才找到相关说明与引
导。

记者调查发现，“如何取消某某软件
自动续费”等一直是网上的热门话题。
根据网友的经验，如果APP上取消订购
比较麻烦、困难，可以关闭支付渠道取消
订购。多数运营商自动续费是绑定的第
三方支付机构进行处理，比如自动续费
绑定的是支付宝，可在支付宝的支付设
置中处理。

侵犯众多消费者权益，有地方消保
委正在调查

不少用户反映，由于无法简单直接
在APP上取消，金额也不大，往往就放
弃了。“收费容易取消难，说白了就是运
营商想多挣钱。”浙江在校大学生小王
说。

“自动续费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浙
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许建宇认为，一些
手机应用通过默认勾选，强行要求用户
同意自动续费等做法，违反了市场交易

最基本、最重要的诚信原则，涉嫌侵犯消
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许建宇解释，电子商务法和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都要求的“显著方式”一般包
括使用粗体字、黑体字、彩色字体等，一
些手机应用的经营者选择用格式条款进
行说明，恰恰是采取了“最不显著”的提
醒方式，使消费者落入了陷阱。

“我们已经接到了部分消费者关于
自动续费的投诉，浙江省消保委正在进
行相关调查，在全面了解情况后，将向社
会发布调查报告，针对性提出消费建
议。”浙江省消保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许建宇建议，除了消费者自我维权
外，对于涉及侵害众多消费者权益的经
营行为，各级消费者协会应考虑直接提
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据新华社）

APP“自动续费”，为何扣钱没商量

河北滦州南辛庄村的村民在栽种红薯。

小秧苗
铺就致富路
4月24日，河北滦州南辛庄村的村民

在栽种红薯。
近年来，河北省滦州市南辛庄村因地

制宜，将传统薯炕育秧产业做大做强。今
年这个只有 91 户的小村庄共经营了 360
个热炕育秧棚，可产红薯秧苗 3500 多万
株，收入可达 300 多万元，小小秧苗铺就
了当地百姓的致富路。

据新华社

俄罗斯与朝鲜

普京与金正恩举行会晤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4月25日电 俄罗斯总

统普京25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普京在会晤后表示，俄罗斯将继续
致力于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普京和金正恩当天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
学举行一对一会晤。会晤持续近两个小时，大大超过原
定的50分钟时间。双方政府官员随后参与扩大会议。

普京在会晤后说，双方就如何让半岛局势拥有更广
阔的前景进行了讨论。

金正恩说，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
表示，希望同普京继续保持“有益、建设性的”对话。

普京在会后的晚餐上说，俄方坚持和平解决朝鲜半
岛核问题，并将继续致力于缓解半岛紧张局势，巩固整
个东北亚地区安全。

普京在晚餐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半岛问题相
关方应该尊重彼此利益，才有机会解决半岛问题。遵循国
际法、放弃“拳头法”是解决半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关键。

斯里兰卡

首都郊外爆炸未造成伤亡
据新华社科伦坡4月25日电 斯里兰卡警方25日

说，首都科伦坡市郊普葛达地区当天发生一起爆炸，但
未造成人员伤亡。

警方说，普葛达地区一处垃圾场当地时间25日9时
左右发生爆炸，目前警方已经封锁现场，进一步调查爆
炸原因。

斯里兰卡21日发生8起连环爆炸，地点涉及全国范
围内的多座教堂和高档酒店，已导致359人身亡，超过
500人受伤。

爆炸发生后，斯里兰卡全国加强了安保措施并实行
宵禁。斯总统媒体办公室22日发表声明说，斯里兰卡从
当地时间23日零时起进入“有条件的全国紧急状态”，斯
议会24日通过了全国紧急状态条例。

俄罗斯

警惕极端和分离势力抬头
据新华社莫斯科4月25日电 俄军官员近日说，自

2015年以来，叙利亚与俄罗斯协同消灭9万多名恐怖分
子，但不受叙利亚政府控制的部分地区有可能成为残余
极端分子和分离主义势力的“温床”。

根据俄国防部24日发布的新闻公报，俄军总参谋部
作战总局副局长哈吉穆罕默多夫当天在莫斯科国际安
全会议上介绍，自2015年以来，叙利亚政府军在俄军支
援下共消灭9万多名国际恐怖组织武装分子。但目前叙
境内幼发拉底河以东有美军驻扎的部分地区仍不受叙
政府控制，当地分离主义倾向渐强，威胁叙领土完整，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有可能在那里卷土重来。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24日在本届安全会议上也表示，
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是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阿斯
塔纳进程”发起国。在这三国支持下，叙利亚政府及军
方摧毁了其境内“伊斯兰国”组织。

朝鲜

将回应韩美联合空演
据新华社平壤4月25日电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

员会发言人25日发表谈话，谴责韩美进行联合空中军事
演习，称此举公然挑战朝鲜半岛和平局势，使半岛问题
陷入复杂、危险的境地，“朝鲜军队将不得不进行相应的
回应”。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表
示，正在进行的韩美联合空演动用了F-15K、KF-16、
F-16战斗机等武器装备，违反了2018年朝韩签署的《板
门店宣言》和《9月平壤共同宣言》，与当前朝鲜半岛的和
平氛围“背道而驰”，朝鲜对此“深感失望”。

发言人指出，韩国当局在声称考虑朝鲜半岛局势缩
减训练规模的同时，却强行进行大规模联合空演。此前
韩国还在今年3月举行了本该停止的联合军演。这是对
朝鲜的“军事挑衅行为”，“朝鲜军队也将不得不进行相
应的回应”。

伊朗

将反制美国制裁
据新华社德黑兰4月25日电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

内伊近日就美国试图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发表讲话，
表示伊朗将反制美国的制裁。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哈梅内
伊当天说，伊朗一定会回应美国的“敌对行为”，面对敌
人，“伊朗人民不会无动于衷”。

哈梅内伊强调，美国妄想阻断伊朗石油出口的通
道，但只要伊朗人民积极行动，团结一致，政府积极作
为，“他们的图谋就不会得逞”。

美国去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逐
步恢复因协议而中止的对伊制裁。去年11月，美国重启
对伊朗能源和金融等领域制裁，但为稳定国际原油市场
供应，美国当时给予印度、土耳其等8个伊朗原油进口国
家和地区暂时性制裁豁免。

本月22日，美国宣布将不再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进
口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以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伊
朗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伊朗将与包括欧洲和周边国
家在内的国际伙伴就此问题进行全面磋商，伊朗将对美
国此举采取应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