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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月 15日电
（记者潘洁 成欣）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 15 日表示，美国以虚假情
报策动战争，以反恐之名大肆杀戮
平民，大搞单边制裁给当地民众生
存和发展带来深重灾难，在海外犯
下严重的人权罪行。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近 20 年来，美国在叙
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多国发动
空袭超过9万次，在空袭中丧生的
平民最高或达4.8万名。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美国在海外犯下严
重的人权罪行。美国以虚假情报
策动战争，造成惨痛人权灾难。美
国以一小瓶洗衣粉作为化学武器

“证据”发动伊拉克战争，以“白头
盔”组织摆拍视频为“证据”空袭叙
利亚。在建国240多年历史中，美
国只有16年没有打仗。从二战结

束到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
生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美国发起
201场。自2001年以来，美国非法
发动战争和军事行动造成超过80
万人死亡，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赵立坚说，美国以反恐之名大
肆杀戮平民，欠下累累血债。2001
年以来，在美国发动战争中遇难的
平民约33.5万。就在从阿富汗撤
离前，美军以反恐为由对一处民居
进行空袭，造成10名平民遇难，其
中包括2岁的孩子。在2005年震
惊世界的伊拉克哈迪塞镇事件中，
美军仅因一人遇袭就大开杀戒，无
差别射杀 24 名伊拉克平民，包括
老人、妇女和幼儿，其残暴血腥令
人发指。2017年美对叙利亚拉卡
发动所谓“最精确的空袭”，导致大
量平民丧生。一名前美军士兵表
示，美军的无人机袭击纯粹是“为
了杀戮而杀戮”。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国在海外犯下严重人权罪行

去年以来，全球各地多种动物陆
续被发现感染新冠病毒，这其中包括
河狸、鹿、水貂、猩猩、老虎、狮子以及
猫、狗等。

蒙古国国家人畜共患病研究中心
11日说，蒙古国首次报告动物感染新
冠病例，至少在 7 只河狸身上检测到
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被感染的
河狸出现咳嗽、流鼻涕等症状，目前这
些河狸已全部康复。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日前刊登的
一篇新闻报道说，美国农业部研究人
员对美国东北部部分白尾鹿的血清样
本进行新冠病毒抗体分析研究发现，
三分之一被抽样的白尾鹿体内有新冠
病毒相关抗体，这表明它们曾感染新
冠病毒。

据报道，研究人员检测了2021年
1月至3月在美国密歇根州、宾夕法尼

亚州、伊利诺伊州以及纽约州收集的
385份白尾鹿血液样本，发现40%的样
本能检测出新冠病毒相关抗体，但被
调查的鹿并没有发病征兆。

研究人员对保存更早的部分样本
检测后发现，在2020年年初收集的样
本中，有3个样本检测出相关抗体；在
2019年收集的样本中，有1个样本检
测出相关抗体。以2020年和2021年
的样本合计来看，美国东北部白尾鹿
血清样本检测出新冠病毒相关抗体的
比例是三分之一。

法国农业部 2020 年 11 月曾发表
新闻公报说，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于
当月中旬开始一个科研项目，检测 4
家水貂养殖场是否存在新冠病毒，已
在厄尔-卢瓦尔省一家养殖场发现了
新冠病毒传播的情况。法国农业部等
部门随即责成这家养殖场立即扑杀这

里养殖的约1000只水貂，并销毁相关
产品，以保护公众健康。

无独有偶，丹麦政府2020年11月
宣布，鉴于该国已出现多起貂将变异
新冠病毒传给人的案例，政府决定扑
杀国内所有养殖貂，并对貂养殖场较
多的7座城市实施更严格的防疫限制
措施。

丹麦卫生大臣马格努斯·霍伊尼克
当时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卫生部门获知
新冠病毒从貂传给人已有一段时间，国
家血清研究所调查发现，丹麦首例“貂
传人”病例可追溯至2020年8月。

美国农业部2020年12月也宣布，
犹他州一只野生貂感染新冠病毒，系
美国首次发现野生动物染疫病例。美
农业部工作人员在犹他州出现新冠病
毒感染的貂养殖场附近筛查野生动物
时发现这个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在去年年底表示，
丹麦、美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瑞
典6个国家已报告貂养殖场发现新冠
病毒。世卫组织当时说，新冠病毒由
人类传染给貂，继而在貂之间互相传
播，并有再次向人类传播的风险。丹
麦已发现多起貂将变异的新冠病毒传
给人的案例。全球医学专家和卫生官
员正在研究动物感染新冠病毒可能对
人造成的威胁。

此外，2020年3月至4月，美国纽
约市布朗克斯动物园确认5只老虎和3
只非洲狮感染新冠病毒。今年1月，加
利福尼亚州圣迭戈野生动物园数只大
猩猩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这是首次
发现人类以外灵长类动物感染新冠病
毒。此外，去年以来多个国家和地区
报告了宠物猫狗感染新冠病毒事件。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全球多国曾报告动物感染新冠病毒事件
新华社记者

这是近日在格鲁吉亚古多里组装过程中的“高加索号”全断面硬岩掘进机。
中国制造的全球最大直径全断面硬岩掘进机“高加索号”日前在格鲁吉亚组装完毕并投入使用。“高加索

号”掘进机将主要应用于格鲁吉亚南北交通走廊科维谢提至科比段公路隧道的施工，由中铁隧道局集团和中
铁装备集团联合研制，完全采用中国设计、中国标准，由中方独立制造。掘进机直径15.08米，全长182米，总
重量3900吨，最大推力2.26万吨，总功率9900千瓦，是目前全球最大直径全断面硬岩掘进机。 新华社发

中国制造的全球最大直径
全断面硬岩掘进机在格鲁吉亚投入使用

新华社北京9月
15日电（记者韩梁）
日前，国务委员兼外
长王毅访问新加坡期
间指出，在抗击新冠

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前，
中国始终担当尽责，与国际社会开
展全方位合作，做到了“五个率先”：
率先同各方分享疫情信息、交流抗
疫经验；率先向各国大批量提供抗
疫物资；率先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
提供疫苗帮助；率先对外派遣医疗
专家组；率先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

五个“率先”凸显中国与国际社
会风雨同舟的大国担当，彰显中国
作为全球抗疫贡献国的实际行动，
蕴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密码。

推动全球抗疫合作，不开空头
支票，中国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
的。中国迄今已向全球 100 多个国
家和“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提供超过
11亿剂疫苗和原液，在15个国家已
经或正在建设疫苗原液灌装基地，
打造当地疫苗生产中心。中国领
导人不久前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会晤期间宣布，在向“新冠疫苗实
施计划”捐赠 1 亿美元基础上，年
内中国将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
赠1亿剂疫苗。掷地有声的话语背
后，是中国与各方携手战胜疫情挑
战的坚定决心和促进疫苗公平可及
的坚实行动。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见证
欧洲地区首家中国疫苗工厂的奠
基；在埃及，首家本土化生产中国新
冠疫苗的工厂忙碌运转。中国践行

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庄严承
诺，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疫苗和相
应技术支持，尤其为疫苗在广大发
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
重要贡献，为破解全球疫苗“分配赤
字”，构筑全球免疫屏障作出表率。

推动全球团结抗疫，中国“扶危
济困”、雪中送炭。中方一直本着公
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
卫组织和相关国家通报疫情，第一
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面对疫情
蔓延，中方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规模最大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救援
行动。截至9月上旬，已向200多个
国家和地区提供口罩、防护服、检测
试剂等物资援助和商采便利；中国
尽己所能向全球特别是周边国家提
供抗疫物资原材料，协助打造多所
病毒检测实验室，为地区和全球抗

疫提供保障，增强底气；中国已向世
界各大洲 34 个国家派遣 37 批抗疫
医疗专家组，亚非拉国家位居前列
……一架架航班搭载中国抗疫物资
飞往世界各地，一队队中国医生奋
战在多国抗疫前线，一场场跨国视
频连线与全球分享中国防疫经验，
这正是对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命
运共同体精神的生动诠释。

加强公共卫生合作，拉动世界
经济复苏，中国立己达人、兼善天
下。面对疫情考验，中国坚持生命
至上，有效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
会发展，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
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同时，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公
共卫生体系建设，助力恢复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一座座中国工厂满负
荷运转为全球生产抗疫物资；一列

列中欧班列如同奔驰在欧亚大陆的
“钢铁驼队”，撑起全球产业链的“大
动脉”和疫情防控的“生命线”；一批
批“一带一路”重点工程取得实质进
展，为当地稳经济、惠民生作出重要
贡献……从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疫
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到召开新冠疫
苗合作国际论坛，从携手各国共建

“健康丝绸之路”到打造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中国知行合一，为推动抗
疫国际合作注入强大动力。柬埔寨
首相洪森说，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参
与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并发挥了
引领作用，为世界贡献了中国力量。

战胜世纪疫情，团结是最好的
武器。中方将秉持人类共同价值和
心系苍生的天下情怀，继续为推动
全球抗疫合作、实现可持续经济复
苏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五个“率先”彰显推动抗疫合作的中国担当

9月14日，士兵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的莫拉桑将军雕像前
站岗。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于9月15
日庆祝独立200周年。这5个国家原来都是西班牙殖民地，于1821年9月
15日宣布独立。 新华社发

中美洲国家庆祝独立200周年

新华社喀布尔9月14日电 阿富
汗塔利班14日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援

助阿富汗，不要将人道主义援助同
政治问题挂钩。

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
阿米尔·汗·穆塔基14日在阿首都喀
布尔举行的记者会上对国际社会提
供援助表示感谢。他说，阿富汗人
民仍然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与合
作，不应将人道主义援助同政治问
题挂钩。穆塔基呼吁在教育、卫生、
难民和抗旱等领域帮助过阿富汗的
国家继续提供支持。

穆塔基还表示，希望离开阿富
汗的外国援助人员返阿，“阿富汗已
没有战争和冲突”。他承诺将保障
所有外国援助人员的安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日在
瑞士日内瓦召集阿富汗人道主义局
势高级别部长级会议，呼吁国际社
会帮助阿富汗摆脱经济困境。据报
道，各方承诺向阿富汗提供总额超
过1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
默德14日说，孤立阿富汗塔利班不
能解决任何危机，只有对话才是应
对阿富汗局势的唯一出路。

阿富汗塔利班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提供援助

9月14日，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在喀布尔
出席记者会。 新华社发

新华社首尔9月15日电（记者
陆睿 杜白羽） 韩国联合参谋本
部 15 日说，朝鲜当天下午从中部
内陆地区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
射两枚弹道导弹。

联合参谋本部对媒体说，韩美
两国情报部门正在精确分析有关
此次发射的更多信息。韩军正在
加强监视和警戒，韩美就此保持紧
密合作和应对态势。

据朝中社 13 日报道，朝鲜国

防科学院11日和12日分别成功试
射了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报
道说，这一武器系统的研发具有重
大战略意义，朝鲜在更坚定地保障
国家安全、强有力压制敌对势力反
朝军事活动方面又有了一个有效
遏制手段。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
卡里娜·让-皮埃尔随后表示，美
方对朝政策立场没有变化，美方仍
准备与朝鲜展开外交接触，以实现
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目标。

韩方称朝鲜发射两枚弹道导弹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9月14日电
（记者陈威华 赵焱） 由中国驻里约热
内卢总领事馆主办的中国巴西部分省州
市云上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智慧医疗论
坛14日举行，两国传统医药、医疗健康、
贸易投资等领域的专家和企业负责人
分享经验，探讨推动智慧医疗合作。

中国驻里约副总领事陈永灿表
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巴两国人民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在中国抗击疫
情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随着5G等通信技术广泛应用，
远程诊治等智慧医疗方兴未艾，发展
前景广阔。希望今后两国政府、企业
进一步密切联系，加强经验交流，共同
探讨卫生健康领域机遇，为早日战胜
疫情作出更大贡献。

中巴政商界人士
探讨智慧医疗合作

据新华社旧金山9月14日电
（记者吴晓凌） 美国斯坦福大学
177 名学者日前联名致信美国司
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呼吁终止美
国司法部正在实施的“中国行动
计划”。

联名信说，“中国行动计划”与
其声称的使命明显背离，实际上助
长了偏见，引发歧视性种族评判和
仇外情绪，损害了美国的科研和科
技竞争力。联名信指出，“中国行
动计划”不成比例地针对华裔研究
人员，并列举了担任推荐人和写推
荐信等正常学术活动都被援引为

“与中国有广泛交往”的证据。
联名信说，公开信息表明，一

些研究人员仅仅因为与中国有联
系，就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调查
和起诉，这对广大科研人员以及大
学和研究机构造成不良影响。

联名信指出，包括来自中国的
大量外国科学家为美国科技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世界面临
的最具挑战性的全球性问题，包括
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以及当前和
未来的疫情威胁等都需要国际合
作。而该计划制造了越来越敌对
的氛围，非但没有保护美国国家安
全，反而会损害美国的创新能力和
科技未来。

该联名信于9月8日签署，13
日被公开。联名信签署组织者之
一、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基弗森
说，他之所以参与这项活动，是因
为目睹他的华裔同事因为该计划
而遭受恶劣环境的折磨。美国加
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谢克曼
对媒体表示，该校大约有140名学
者也已签名对该联名信表示支持。

美学者签署联名信
要求政府终止“中国行动计划”

新华社华盛顿9月14日电（记者
许缘 高攀） 美国劳工部14 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环比增长0.3%，涨幅略有收窄；
同比涨幅达5.3%，仍处历史高位。

数据显示，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
和能源价格后，8月核心CPI环比上涨
0.1%，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0.3%，为2
月以来最低值；同比涨幅为4%，也低
于预期。

能源价格是推动当月CPI上涨的
主 因 。 其 中 ，汽 油 价 格 环 比 增 长
2.8%，同比增长42.7%。

分析人士表示，在供应链中断、原
材料和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影响下，企业
成本压力增大，持续推高消费品和服务
价格。供应链中断问题可能持续至
2022年，通胀压力或较预期更加持久。

美国8月CPI涨幅
仍处高位

据新华社伦敦9月14日电（记者
郭爽） 英国政府 14 日公布包括 A、B
两个计划的《应对新冠疫情：秋冬计
划》，以应对未来几个月疫情可能出现
的反弹风险。一旦疫情严重恶化，英
国政府将启动包括强制戴口罩等措施
在内的B计划，即后备计划。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当天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由于英国大部分人已
接种新冠疫苗，政府将执行应对新冠
疫情的A计划。

根据最新公布的这份秋冬防疫计
划路线图，疫苗接种是A计划的首要
防线，其中内容包括为数百万人提供
疫苗加强针接种服务，将疫苗接种扩
大到12至15岁青少年，以及进一步鼓
励那些还没接种疫苗的人接种等。

英国公布新冠疫情防疫
秋冬计划

据新华社纽约9月14日电（记者
刘亚南 徐兴堂） 比尔及梅琳达·盖
茨基金会14日发布的年度《目标守卫
者报告》说，虽然新冠疫苗研发和部署
的速度前所未有，但全球并未从疫苗
研发中平等受益，新冠疫苗缺乏公平
可及是一场“公共卫生悲剧”。

今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由基金
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弗兰
奇·盖茨共同撰写，这是该基金会就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布的第五份年
度报告。比尔在报告中说，新冠疫苗
缺乏公平可及是一场“公共卫生悲
剧”。高收入国家和社区今后可能将
新冠肺炎视为又一个与贫困相关的疾
病，采取“与我无关”的态度，这是“很
危险的”。他强调，除非所有人都能获
得疫苗，否则将无法终结这场疫情。

盖茨基金会表示
新冠疫苗缺乏公平可及
是“公共卫生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