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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期优化调整防疫政策，
公民出境旅游有序恢复，多国热情
欢迎中国游客。专家指出，少数国
家和地区针对中国游客采取歧视性
入境限制措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政治操弄。

“已为中国游客准备好红毯”
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后，多

国对中国游客表示热烈欢迎。本月
9日，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努廷
等官员专程前往机场，打出“中泰一
家亲”标语，为中国优化出入境防疫
政策后首批抵达泰国的旅客送上鲜
花和纪念品。

“中国游客，印尼欢迎你们！”印
度尼西亚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桑迪
亚加·乌诺9日在例行发布会上说，
印尼“已为中国游客准备好红毯”。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日前发出邀
请，希望中国游客重返菲律宾，领略
这个东南亚国家的自然风光和人文
风情。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希望
今年接待200万人次中国游客。马
尔代夫外交部在官网发表声明，欢
迎中国调整出入境措施，热切期盼
中国游客尽早赴马旅游。克罗地亚
国家旅游局局长克里斯蒂扬·斯塔
尼契奇9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将尽一切努力为中国游客到克
罗地亚提供便利。

对于多个国家近期出台欢迎中
国游客的举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
文斌表示，中方会为游客前往这些国
家旅游提供更多便利，将继续优化调
整有关措施，与各方共同保障中外人
员安全顺畅有序往来，为国际团结抗
疫和世界经济复苏贡献力量。

“只能是出于政治原因”
就少数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国采

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多位专家
批评相关措施缺乏科学依据，原因
是政治操弄。

英国《观察家报》日前报道，多
位专家认为针对来自中国的游客采
取新冠检测等限制措施缺乏科学依
据，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操弄”。爱
丁堡大学教授马克·伍尔豪斯说：

“我认为英国不太可能从这项措施
中获得任何公共卫生利益。”他表
示：“这只能是出于政治原因。”

伍尔豪斯还说，新冠变异毒株
XBB.1.5 正在美国迅速传播，“但这
里（英国）似乎没有人担心它。相
反，关于假想中国出现变异毒株的
噪音却很多。”

日本大阪公立大学教授城户康

年说，从抑制感染的角度看，仅针对
中国采取入境防控对策，“实际效果
非常差”。他认为，欧美早就不积极
统计新增新冠阳性人数，其内部疫
情仍然严峻，赴海外旅行的人也越
来越多，加剧病毒在全世界扩散。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教
授乔纳森·莱纳在社交媒体上谈论
美国当前疫情时讽刺说，虽然形势
严峻，但“现在唯一的防疫努力却是
在检测中国旅客”，“大家都醒醒吧，
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没看到任何额外风险”
中方发布新冠病毒感染“乙类

乙管”总体方案和中外人员往来暂
行措施后，多国表示不会针对中国
游客采取限制措施，坚持以科学为
指导应对疫情。

“迄今，我们没看到任何额外风
险。”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
监督局局长波波娃12日说，中国优
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后，该局将不会
对中国赴俄人员采取额外防疫措施。

瑞士联邦委员会11日讨论了欧
盟关于对乘飞机进入欧盟人员采取
措施的建议并认为，中国目前的新
冠病毒感染对瑞士居民及卫生系统
构成的风险很小，不应要求来自中

国的旅客接受强制新冠病毒检测。
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局同日发表声明
说，目前在中国流行的奥密克戎毒株
早已在瑞士广泛传播，强制检测中国
直飞瑞士旅客，对病毒在瑞士传播的
影响微乎其微。而且，在中国出现新
的“需要关注”新冠病毒变异株的风
险并不比其他国家更高。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
主任克卢格10日表示，从科学角度
看，中国当前疫情不会对欧洲地区
疫情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目前在中
国流行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已在欧洲
和其他地区流行。他强调，各国制
定针对新冠病毒防疫措施时应基于
科学，并遵循适度和非歧视原则。

此前，波兰卫生部长涅杰尔斯
基说，波兰不会对来自中国的旅客
实施与新冠病毒相关的特别旅行
限制。新西兰新冠疫情应对部长艾
莎·维罗尔表示，从中国出发的旅客
不会对新西兰新冠疫情造成明显影
响，这“意味着入境限制既不需要也
不合理”。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医学院
新发疾病健康科学中心主任迪拉瓦
认为，在中国传播的奥密克戎毒株跟
目前在全球流行的毒株基本相同，无
须担忧中国游客入境泰国。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多国热情欢迎中国游客
政治操弄防疫措施遭批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迪拜1月16日电（记者
苏小坡） 2023“欢乐春节”大巡游 14
日在迪拜世博城举行。近60个方阵，
20多辆花车，约2500 人参与，这是迪
拜举办“欢乐春节”大巡游以来规模最
大的一次。

迪拜“欢乐春节”大巡游活动在疫

情前曾连续举办过三届。今年的迪拜
“欢乐春节”大巡游由中国驻阿联酋大
使馆、中国驻迪拜总领馆和阿联酋“拥
抱中国”执委会共同主办。

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李旭航表示，
迪拜“欢乐春节”大巡游是一次展示信
心、促进交流、共享机遇的盛会。

迪拜举行2023“欢乐春节”大巡游

保险中介许可证变更公告
因机构名称变更，我社更换《保险中介许可证》，现

将内容公告如下：
机构名称：沈阳市辽中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机构编码：5A0117090000000000
许可证编号：00006660
业务范围：代理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机动

车辆保险，工程保险，责任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农业保
险，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批准日期：2015年08月02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蒲西街道政府路

116号
联系电话：024-87807130
发证日期：2023年01月10日

沈阳市辽中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3年1月17日

遗失声明
▲张宪利道路运输经营

许 可 证 210882000734

丢失作废。

▲沈阳经纬客运有限公

司辽 AH0319 营运证丢

失，证号沈20102713，声

明作废。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俄罗
斯与白俄罗斯的空军联合演习定于
16日启动。白俄罗斯防务官员说，演
习包含侦察与反空袭内容，“纯属防御
性质”。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白

两国空军拟于1月16日至2月1日举
行联合飞行战术演习。在白俄罗斯国
防部 15 日经由即时通讯软件“电报”
发布的声明中，白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第
一副秘书帕维尔·穆拉韦伊科驳斥了
演习可能对乌克兰构成威胁的猜测。

俄白空军联合演习

这是1月15日在瑞士达沃斯拍摄的世界经济论坛标志。1月16日至20日，
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在这里举行。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自新冠疫情暴
发后首次回到冬天的达沃斯。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地缘冲突等还在继续冲击世
界，也必然会影响到达沃斯小镇。虽然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再次回到熟悉的冬季达
沃斯，但是如今的世界与三年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 新华社记者 连 漪 摄

重返冬季达沃斯 世界已经大不同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据美
国媒体15日报道，两架美国客机13日
夜间险些在纽约市约翰·F·肯尼迪国
际机场跑道上相撞，触发美国联邦航
空局调查。

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
联邦航空局掌握的初步信息显示，这
一险情发生在当地时间 13 日晚 8 时
45分左右。当时，达美航空公司一架

航班号为1943的波音737客机正在起
飞滑跑，空中管制中心突然发现在其
前方，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波音 777
客机正穿行进入同一跑道。

达美航空1943航班当时载有145
名乘客和6 名机组人员，目的地是多
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险情发生后，
这架客机返回登机口，乘客离机。航
班次日上午重新起飞。

两架客机险相撞 美航空局正在查

1月15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皮托拉，居民坐在风暴过后的海滩。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15日再次遭遇风暴，按法新社说法，这是该州最近三周经历的第
九次风暴。全州目前已累计有19人因风暴所致灾害死亡。 新华社发

美加州再遭雨雪天气致19人死亡

据新华社雅加达 1 月 16 日电
（记者汪奥娜 杨达） 印度尼西亚西
部亚齐特区附近海域 16 日早上发生
6.2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报告。印尼地震监测部门未就本
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
局网站消息，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

5 时 30 分（北京时间 6 时 30 分），震
中位于亚齐特区亚齐辛基尔区东南
方向 47 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为 23
公里。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
示，亚齐特区与北苏门答腊省部分地
区有轻微震感，未造成人员死亡或房
屋垮塌。

印尼亚齐特区附近海域
发生6.2级地震

上图：1月14日，
在英国约克，救援人
员乘船在被洪水淹没
的市中心穿行。

下图：1月14日，
在英国约克，救援人
员在被洪水淹没的街
道上行进。

据外媒报道，英
国部分地区近日因暴
雨引发洪水。

新华社发

英国部分地区遭洪水侵袭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日本政府13
日称，“今年春夏之际”开始向海洋
排放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韩国、
俄罗斯、菲律宾等周边国家专业人
士近日对日本单方面强推核污染水
排海方案的做法表达担忧，认为直
接将核污染水倾倒入海极不负责
任，一旦实施将对海洋生态和环境
造成威胁。

韩国民间环保组织“环境运动
联合”能源气候局局长安哉训日前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方

称福岛核污染水在排放入海之前，
要经过“多核素去除设备（ALPS）”
过滤，但经过该设备处理的核污
染水最终仍含有氚等难以清除的
放射性元素，不能认为核污染水
只要经过 ALPS 装置净化后就可
以排入大海。此外，目前国际社
会对于核污染水排海方案缺乏充
分透明的信息，日方没有公布关
于排放持续时间、排放总量、所含
污染物浓度等的准确信息，因此
无法判断日方的核污染水排海方
案是足够安全。

安哉训指出，其实并非没有其
他方法解决这一问题，正如日本国
内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环保组织所
主张的，应暂时将核污染水封存，同
时寻找更优解决方案，但日本政府
为了节省成本选择排海方案。该方
案一旦实施将“覆水难收”，没有回
头路可走，放射性物质将对环境产
生长期影响，目前还难以推断今后
核污染水在海洋中不断扩散将给海
洋生态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俄罗斯全俄渔业与海洋研究所
太平洋分部国际科技合作部主任奥

列格·卡图金说，将福岛第一核电站
核污染水排放入海可能对海洋生态
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菲律宾“亚洲世纪”战略研究所
副所长安娜·马林博格-乌伊表示，
日本单方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行动
与国际环境保护法规倡导的做法背
道而驰。

日本政府 2021 年 4 月决定，将
福岛第一核电站内上百万吨核污染
水经处理并稀释后，于2023年春排
放入海。该计划推出后一直遭到日
本国内民间团体的反对。

多国人士对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表达担忧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5日电
（记者许缘）美国《华尔街日报》15
日公布的最新季度调查结果显示，
经济学家预计，在美国联邦储备委
员会大举加息背景下，美国经济未
来一年内或将出现温和衰退。

这项于 1 月 6 日至 10 日对 71
名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显示，美国
经济在未来12个月出现衰退的概
率高达 61%。四分之三的受访者

认为，虽然美联储期望通过让经济
增长放缓而非全面萎缩来降低通
胀，但经济“软着陆”不会实现，高
通胀和美联储抑制通胀的政策努
力将成为今年美国经济面临的最
大风险。

调查显示，按年率计算，美国
国内生产总值（GDP）今年第一季
度或仅增长0.1%，第二季度将萎缩
0.4%，第三季度将为零增长，第四

季度将增长0.6%。2023年全年，美
国经济或仅增长0.2%。

不过，受访经济学家不看好美
国就业形势，预计美国企业将从今
年第二季度开始加速裁员，全年非
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将月均减少
7000。此外，受访经济学家认为美
联储今年需要将利率水平升至
5%，同时多达51%的受访者预计美
联储将在年内开始降息。

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年内或陷入衰退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
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 16 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由于新冠疫情暴发后
非现金交易增多，银行系统去年仅
发现150张假钞，数量创1998年开
始相关统计以来新低。

韩国银行数据显示，去年发现
的假钞面值合计 196 万韩元（约合
1.06万元人民币）。

数据显示，韩国银行系统2021
年共发现176张假钞，面值合计199
万韩元（1.075万元人民币）。

按照韩联社的说法，韩国银行
系统发现的假钞数量减少，主要原
因是在线和信用卡结算等非现金
交易增加，而且这一趋势在 2020
年新冠疫情在韩暴发以来进一步
增强。

韩国银行系统去年
仅发现150张假钞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
因美国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位于特拉
华州威尔明顿的家里发现更多保密
文件，共和党人15日要求白宫方面
本月底前移交拜登就任总统至今的
家宅访客记录。

美国会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
会主席、共和党人詹姆斯·科默15日
致信白宫办公厅主任罗恩·克莱因
提出上述要求。他说：“没有他住所
访客名单，美国人民永远无从得知
谁能够接触到这些高度敏感文件。”

共和党人
要查拜登家宅访客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
里·佩斯科夫 16 日说，英国打算向
乌克兰提供的主战坦克将成为俄
军 的 打 击 目 标 ，在 战 场 上“ 燃
烧”。他警告，英国等西方国家向
乌克兰提供新一批更加先进的军
备不会扭转局面，只会带给乌克
兰更多麻烦。

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的办公
室14日晚宣布，英国将在数周内向
乌克兰提供14辆英制“挑战者2”式
主战坦克及其他武器。据法新社等
媒体报道，英国是首个向乌克兰提
供西方制造主战坦克的国家。

据新华社微特稿

俄称援乌坦克
不会扭转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