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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在20日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办的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多位联
合国高官和其他国家驻联合国代表高度评价中国
发展成就以及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
展作出的贡献。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我们
很高兴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联合国
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
说，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他想
借此机会向正在世界各地工作的中国
维和人员说声“谢谢”。

他说，中国维和人员保护平民、维
护治安、开展基建、改善民生，对维护
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因为
有中国提供的帮助，联合国才能高效
地在全球开展维和工作。

联合国负责维和外勤支助事务的
副秘书长哈雷表示，中国是安理会五
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大的维和行动出兵
国。联合国非常感谢中国所作的贡
献，希望中国未来继续参与联合国等

多边体系各领域行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福尔

表示，中国将在未来十年实现一些非
常重要的目标，例如到2020年学前三
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
覆盖率达到80%左右等，这些目标对
儿童大有裨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
说，“中国不仅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

而且为未来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工业
和服务业基础”。他说，中国在环境
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和对
教育的投入，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
经验。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表
示，近几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进
步，现在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
一。他说，俄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

和信任基础之上，是当今动荡世界中
的稳定因素。俄中通过在联合国安全
理事会的密切协作，共同维护以《联合
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乌
马罗夫说，70 年来，中国实现了飞速
发展，当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
着重要作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给沿线国家带来了发展、进
步和繁荣，哈萨克斯坦非常重视这
一倡议。

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洛迪告
诉记者，“一带一路”倡议对全世界都
具有重要意义，巴基斯坦为参与这项
倡议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

新华社联合国9月21日电

联合国官员和多国代表
共贺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细节待定
美国代理国土安全部长凯文·

麦卡利南与萨尔瓦多外交部长亚历
山德拉·希尔·蒂诺科20日在美国首
都华盛顿签署“合作庇护协议”，规
定希望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中美洲非
法移民北上美国途中如果经过萨尔
瓦多，应在萨尔瓦多寻求庇护，而不
是美国。

麦卡利南签署协议以后告诉媒
体记者，这只是一份框架协议，美方
将与萨方一起商定协议细节。

他和蒂诺科没有披露协议生效
时间、细节以及如何执行。

美国政府希望遏制中美洲非法
移民，因而寻求与中美洲北部三国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达
成移民协议。进入美国南部边境的

非法移民多数来自这三个国家，一
般从危地马拉入境墨西哥，而后北
上进入美国。

麦卡利南告诉媒体记者，双方
协议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另外，
他与蒂诺科会晤时讨论了美方援助
等事宜。

各自为难
除萨尔瓦多官员，洪都拉斯官

员本周同样访问美国，磋商非法移
民事宜。

洪都拉斯外交部 20 日发布声
明，说下周将继续与美方官员磋商。

洪都拉斯总统胡安·奥兰多·埃
尔南德斯19日说，应寻求达成一份
墨西哥、危地马拉和美国三方协议，
以阻止非法移民北上。只是，墨西
哥政府先前多次拒绝签署“安全第

三国”协议。
在美国政府经济制裁威胁下，

危地马拉政府7月与美国政府签署
“安全第三国”协议。协议规定，试
图取道危地马拉进入美国的中美洲
非法移民必须首先向危地马拉政府
申请庇护。

只是，危地马拉当选总统亚历
杭德罗·贾马太8月11日说，他有意
就任后修改与美国达成的“安全第
三国”协议。

贾马太在竞选总统阶段公开反
对这份协议，与八成危地马拉民众
所持态度相同。危地马拉国会迄今
没有批准这份协议。

无以庇护
美国与萨尔瓦多的移民协议受

到一些人反对。一些分析师 20 日
说，中美洲国家大多经济状况不佳、
暴力事件频发，可能没有能力安置
大量非法移民，无法向他们提供安
全的容身之所。

国际救援委员会萨尔瓦多办事
处主任梅根·洛佩斯20日说，就萨尔
瓦多国家情况而言，让这一国家接
收大量希望前往美国的非法移民、
向他们提供庇护“不现实”。

美国一个支持移民团体的发
言人道格拉斯·里夫林告诉路透
社记者，美国与萨尔瓦多签署协
议的真实目的是“确保不在美国
任何一家法院举行（庇护）申请听
证会”。

美国最高法院11日认可联邦政
府施行一项旨在取消中美洲非法移
民申请难民身份的规定，即前往美
国的非法移民如果途经第三国时没
有申请难民身份，就无法获得向美
国申请难民身份的资格。

一些国会民主党籍议员指认这
一规定罔顾非法移民生命安全，加
剧中美洲地区人道主义危机。

据新华社电

美国与萨尔瓦多签署移民协议

图为在美国华盛顿，美国代理国土安全部长凯文·麦卡利南（右）与萨尔瓦多
外交部长亚历山德拉·希尔·蒂诺科出席“合作庇护协议”签署仪式。 新华社发

中国蓝盔：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

美国与萨尔瓦多政府20日签署一份移民协议，遏制
中美洲非法移民取道萨尔瓦多北上美国。

中国维和部队被誉为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
力量。

自1990年首次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以来，中国
已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4万余人次，参加了联合
国24项维和行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之际，
仍有2500余名中国军人正在联合国7个任务区和联
合国总部执行维和任务。

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
维和出兵国，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资国。

从派出军事观察员到派出成建制维和部队，从工兵、
医疗等支援保障分队到警卫、步兵等作战分队，从地
面分队到直升机分队，中国积极履行大国责任义务，
扎实推进维和能力建设，用实际行动兑现维护世界
和平的郑重承诺。

这是2014年5月29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的国际维和人员日纪念活动上，时任联合国常务副秘
书长埃利亚松（左）为一名中国维和警察佩戴奖章。

新华社记者 牛晓雷 摄

9月22日，在泰国那拉提瓦府，人们坐在鸟鸣比赛现场。
当日，泰国南部的那拉提瓦府举行一年一度的鸟鸣比赛。超过1800

只来自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鸟为比赛献声。
新华社发

千鸟赛歌

9月21日，在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工人清理地震后的废墟。据外电报
道，阿尔巴尼亚西部21日发生5.8级地震，造成多人受伤。

新华社发

阿尔巴尼亚发生地震

新华社德黑兰9月 21 日电
（记者马骁 穆东）伊朗军方21日
在德黑兰展出其今年6月击落的美
国RQ-4“全球鹰”无人机残骸。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
拉米在开展仪式上表示：“敌人的
威胁教会了我们如何扩展武器装
备的打击范围和破坏力。”

他强调，为了防止针对伊朗的
军事行动，伊朗将会让战争发生在
敌国领土上。

同时展出的物品还有伊朗军
方此前截获的美制 MQ-1“捕食
者”无人机、RQ-170“哨兵”无人

机，以及击落的“全球鹰”无人机防
空导弹系统。

6月20日，伊朗军方在霍尔木
兹海峡附近击落一架RQ-4“全球
鹰”无人机，伊方指控这架飞行器
入侵伊朗领空。此事引发美伊关
系高度紧张。按照美国总统特朗
普的说法，他曾考虑攻击伊朗境内
目标进行报复，但在最后一刻叫停
任务。

RQ-4“全球鹰”无人机是美
国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的高
空长航时无人侦察机，滞空时间达
30小时，可执行多样化侦察任务。

伊朗展出被其击落的
美国“全球鹰”无人机残骸

据新华社电 刚果（金）卫生部
门官员21日宣布将引进第二种埃
博拉疫苗，以应对国内埃博拉疫情。

拟引进的疫苗由美国强生公
司研制。刚果（金）先前投入使用
的疫苗由美国默克公司制造，自
2018 年 8 月以来超过 22.5 万人接
种，效果明显。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应对组
在一份声明中说，强生公司的疫苗

“已经在其他国家投入使用”，“为
什么我们不能在刚果（金）使用、保
护我们的人民？”声明没有提及引
进疫苗的具体时间。

世界卫生组织等多个组织支
持使用强生公司疫苗。强生公司
说，6000 多名志愿者迄今接种这
家企业的疫苗，没有触发特别的安
全担忧。乌干达和几内亚已经开
始试验性地接种强生公司疫苗。

强生公司的疫苗需要接种两
次，间隔8周。默克公司的疫苗需
接种一次。

刚果（金）卫生部发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自去年
8月暴发以来，刚果（金）发现超过
3000 个病例，其中死亡病例大约
2000个。

刚果（金）将引进
第二种埃博拉疫苗

新华社巴黎9月21日电（记
者徐永春）法国巴黎市警察局 21
日宣布，截至当天傍晚，在处置
当天“黄马甲”等游行示威活动
中，共逮捕 164 名暴力分子，对
395 人开出罚单。巴黎市检察院
当晚宣布，被逮捕者中已有 120
人被拘留。

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当晚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感谢警方为
维护秩序做出的努力。他说：“暴
力分子被逮捕，破坏行为被制止。”

据报道，巴黎警方当天部署了
7000多名警力。巴黎市警察局长
迪迪埃·拉勒芒 20 日说：“巴黎香
榭丽舍大街已经被列入禁止游行
区域，任何人违反禁令都将立即面
临罚款。”

除警方外，巴黎消防部门 21
日也采取了特殊措施，为消防员配
备摩托车和便携灭火器，增加机动
性，及时处理火情。

21日，法国发生第45轮“黄马
甲”抗议活动，巴黎等地还举行了
气候变化游行。部分暴力分子混
入游行队伍，企图实施暴力破坏行
为。警方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催
泪瓦斯。

由于本周末游行与欧洲遗产
日重合，包括凯旋门和巴黎大、小
皇宫博物馆在内的多处景点古迹
宣布，出于安全考虑，取消在遗产
日期间向公众免费开放的计划。
法国总统马克龙20日呼吁游行者

“保持冷静”，不要干扰参加欧洲遗
产日活动的民众。

自去年11月17日第一次“黄
马甲”运动爆发以来，多次发生严
重暴力打砸事件和警方与游行队
伍的激烈冲突。在处置“黄马甲”
暴力游行时，法国警方依法逮捕大
批暴力分子。据法国内政部发布
的数据，自“黄马甲”运动发起以
来，警方已拘捕上万人。

法国巴黎警方
逮捕上百名暴力示威者

新华社巴黎9月22日电（记者
唐霁）由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和阿尔多
瓦孔子学院共同举办的“第六届孔子
学院日”活动21日在法国卢浮宫朗斯
分馆举行，中法各界人士百余人参加
了活动。

本次活动内容包括阿尔多瓦大学
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
会、法籍华人著名钢琴家周勤龄和法
国小提琴家奥利佛·沙利耶共同演奏
的“在与艺术的相遇中发现美”主题音
乐会、中国艺术家潘公凯的水墨抽象
画《枯莲》展示等。音乐会和画展将持
续5个月。

据组织者介绍，建于旧矿区之上
的卢浮宫朗斯分馆是法国文化转型的
象征，因此本次活动在这里举行具有
跨越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意义。

阿尔多瓦孔子学院建院11年来，
通过举行中国艺术节、“孔子学院日”、
中国童话实验室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向法国民众积极推广中国文化。

“第六届孔子学院日”
活动在法国举行

据新华社电 近百人定于22日在
位于瑞士东北部的皮措尔山为山上消
失的同名冰川“送葬”。

法新社 22 日以瑞士气候保护协
会为消息源报道，近百名活动参加者
将身穿黑衣在皮措尔山山脚下集合，
模仿送葬队伍沉默行进，用时大约两
个小时沿山路步行至海拔2700米、现
已大幅萎缩的皮措尔山冰川脚下。在
那里，多名研究人员将发表讲话，纪念
这座几乎消失殆尽的冰川。最后，在
阿尔卑斯山风乐器、长3.6米的木制山
笛吹响时，人们将向皮措尔山冰川献
上花圈。

皮措尔山冰川并非完全融化，
现在仍有 2.6 万平方米冰面，略小于
4 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总和。然而，
瑞士气候保护协会研究人员亚力山
德拉·德贾科米说，由于失去“如此
多 ”实 质 性 的 冰 ，“ 从 科 学 角 度 来
说”皮措尔山冰川已经“不再是一
座冰川”。

皮措尔山冰川并非瑞士阿尔卑斯
山地区消失的第一座冰川，但研究人
员对它的萎缩研究更为详尽，自1893
年以来就有记录。自2006年以来，皮
措尔山冰川体积损失80%至90%。

气候变暖是导致冰川萎缩的主
要原因。研究机构“瑞士冰川检测”
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研究人员估
计，如果人类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阿尔卑斯山九成以上冰川将在本世
纪末以前消失。研究人员今年 4 月
在一份报告中说，无论采取何种措
施，阿尔卑斯山在 2100 年以前都将
失去半数冰体。

瑞士拟为
消失冰川“送葬”

新华社华盛顿9月21日电（记
者刘阳 孙丁）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兰
开斯特县警方21日说，该县一个酒吧
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两
人死亡、多人受伤。

兰开斯特县警长巴里·费尔在一
份声明中说，当地时间凌晨2时45分
许，有人在一个酒吧内部和外部开枪，
导致两名男性死亡，多人受伤。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发生时
酒吧内顾客较多，除死亡人员外，枪
击造成至少 8 人受伤，其中 4 人伤情
较重。

费尔说，警方正在缉捕枪手，目前
尚不清楚作案人数，作案动机也在进
一步调查中。

美国南卡州一酒吧
发生枪击致2死多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