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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达成应对

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 记者 18 日从生态环境部获

悉，日前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
特使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

双方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领导人气候峰会、联合国气
候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议题进行了坦诚、 深入、建
设性沟通交流，取得积极进展，达成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重启中美气候变化对话合作渠道。

双方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生存发展严峻而紧迫的
威胁，中美两国将加强合作，与其他各方一道共同努力应对
气候危机，全面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
协定》的原则和规定，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双方将
继续保持沟通对话，在强化政策措施、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支
持发展中国家能源低碳发展等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博鳌亚洲论坛旗舰报告出炉

今年亚洲经济增速

有望达到 6.5%以上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 4 月 18 日电 （记者 周慧敏 陈子

薇）在 18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首场新闻发布
会上，《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的亚洲
与世界》2021 年度报告正式发布。 报告认为，今年亚洲经济
将出现恢复性增长，经济增速有望达到 6.5%以上，亚洲将成
为全球可持续复苏的重要引擎。

报告认为，受新冠疫情影响，亚洲经济去年出现 60 年来
首次负增长，但总体表现韧性非常强，中国是唯一在 2020 年
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全球主要经济体， 亚洲在加强疫情防控、
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促进贸易与投资方面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是多边主义的稳定器。其中，中国发挥了中流砥
柱的作用。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表示，以中国为主干的亚洲市
场将进一步扩大，为世界经济创造巨大的需求。 随着亚洲在全
球最早稳定疫情，恢复生产，预计今年亚洲经济复苏的步伐将
会提速，增速有望达到 6.5%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数字。

李保东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东盟互联互通总体
规划 2025》以及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等区域性、全球性的互联
互通倡议有力衔接、对接，对于区域经贸合作、疫情后经济恢
复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李保东表示，百年变局下，相信亚洲将成为全球可持续
复苏的重要引擎，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携手战胜疫情，解决
发展赤字，促进经济融合，加大与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合
作，加强经验分享，共同促进能力的建设，积极参与国际规则
与秩序的重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于 4 月 18 日至 21 日举行，
是今年世界首个以线下会议为主的大型国际会议。据初步统
计， 共有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0 多名代表和来自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0 家媒体机构 1200 多名记者参加年
会，今年注册人数超过 4000 多人，规模空前。

英国菲利普亲王葬礼举行
新华社伦敦 4月 17日电（记者 张代蕾 梁希之）英国已

故菲利普亲王的葬礼 17日在温莎城堡内的圣乔治教堂举行。
葬礼于当地时间 17 日下午 3 时开始， 英国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王储查尔斯等 30 名王室成员身穿黑衣、戴黑色口罩
出席。 部分民众在温莎城堡外献花悼念。

葬礼开始前， 英国全国默哀一分钟。 葬礼时长约 50 分
钟，全程电视转播。葬礼结束后，菲利普亲王的棺椁被送入圣
乔治教堂地下的王室墓室安葬。

按英国现阶段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要求，参加葬礼人数上
限为 30 人，因此出席当天葬礼的仅限王室成员。

按英国君主制， 菲利普亲王的葬礼可按国葬规格举行。
但英国王室此前发表声明表示，按照菲利普亲王个人意愿并
得到女王批准，同时遵循英国政府防疫控制措施，本次葬礼
按王室葬礼规格举行，而非国葬。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 9 日上午在
温莎城堡去世，享年 99 岁。 菲利普亲王生于 1921 年 6 月 10
日，曾在英国海军服役，参加过二战。 1947 年 11 月他与尚未
即位的伊丽莎白结婚，两人育有 4 个孩子。

尚未走出“黑暗丛林”
人类需保持警惕

曾有乐观的看法认为，随着新冠疫苗接种不断推进，疫
情有望在几个月内结束，生活很快就能回归正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
迈克尔·瑞安强调，虽然因疫苗接种范围扩大，未来短期内
新增重症和死亡病例数有望持续降低， 但人类目前尚未走
出病毒持续传播的“黑暗丛林”，必须保持警惕。

要走出“黑暗丛林”道阻且长。科学界普遍认为，需要较
大比例的人群接种疫苗，才能达到对新冠病毒的群体免疫。
疫情暴发早期，一些专家预计需要约 70%的人口接种疫苗
或建立自身免疫才能遏制新冠病毒传播， 但目前看来这一
比例可能还不够。

随着持续传播，新冠病毒不断进化出新变种，一些变异
病毒的传染性大幅增强而毒性并未衰减。还有研究显示，有
的变异病毒可能影响多款已上市疫苗的有效性。 美国媒体
援引该国疾控中心官员杰伊·巴特勒的话说，如果传播性更
强的变异病毒占据主导地位，将需要 80%至 85%的疫苗接
种率才能建立群体免疫。

瑞安近来一再强调， 就目前全球接种的人口和国家覆
盖比例来说，还远不足以单靠疫苗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更
现实的手段仍是基本的公共卫生措施，如戴口罩、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等。

美国《洛杉矶时报》近日发表评论预测，目前看来，新冠
疫情很可能还将持续 3 年甚至更长时间。 人类战胜新冠疫
情需要“像作战一样努力”。

疫情映照世间百态

加强全球合作才是正道

疫情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 也犹如一面镜子，
映照出世间百态。 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媒体等都

反思了一年多来的抗疫得失，呼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加强
全球合作才能最终战胜疫情。

首先要汲取“反弹”教训，防止“抗疫疲劳”。世卫组织官
员日前在分析全球抗疫得失时说， 曾有一些国家因新增病
例数下降、放松抗疫措施而导致疫情再度恶化。世卫组织卫
生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凯尔克霍弗认为，所有抗
疫措施最终仍会回到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等基本方面，包
括积极发现病例、聚集性病例调查、病例隔离和临床护理、
接触者隔离等，这是破坏病毒传播链的关键。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日前再次强调， 各国在公平接
种疫苗的同时不能放松公共卫生措施。

第二要加强全球合作，克服“抗疫干扰”。美国国家过敏
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指出，分裂和政治化是
美国抗疫的主要教训，各州各自为战给病毒以可乘之机。美
国多家媒体也反思说，政治上两极分化、对科学的抗拒等损
害了美国控制疫情的能力， 呼吁美国领导人将注意力转移
到与全球共同抗击疫情，为这场全球战斗提供所需资金、外
交努力和技术上来。

病毒溯源是为了给疫情防控提供科学支持， 为未来传
染病的防治提供借鉴。然而疫情暴发以来，少数西方政客和
媒体极力将科学问题政治化， 这些行径破坏了全球抗疫努
力，与国际社会共同抗疫的愿望背道而驰。

不久前发布的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
报告指出，新冠病毒“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中间宿主传
人，“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 报告认为，调查其他国家
的潜在早期传播“是重要的”。 这份报告凝聚了全球科学界
现阶段对新冠病毒起源的共识，为后续溯源研究打下基础，
明确了方向，也为溯源全球合作开了一个好头。

促进疫苗公平可及

全球共筑抗疫防线

“我们的强壮程度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美国加利福
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医学院教授斯蒂芬妮·斯特拉思迪强

调，所有国家必须共同抗疫。
疫苗是抗击病毒的利器，也是拯救生命的希望，理应服

务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但眼下，全球疫苗“产能赤字”短期
难解，“疫苗民族主义”滋生，发达国家抢购囤积，欠发达国
家“一剂难求”。 不同国家和群体间的“抗疫鸿沟”使构筑全
球抗疫共同防线面临严峻挑战。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9 日，已有 196 个国家和
地区启动了新冠疫苗接种，共计已注射超过 7 亿剂，但其中
只有 0.2%在低收入国家。

美国媒体近期也报道说， 目前大部分可用的新冠疫苗
都被美国为首的富有国家囤积。

困境之下，许多国家把目光投向东方。 在全球抗疫的
艰难时刻，中国郑重表示，努力让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用得
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援助疫苗；
为“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提供疫苗满足发展中国家急
需；支持和协助其他国家在当地加工、生产疫苗产品，助力
提升全球疫苗产能……

一支支中国疫苗跨越山海，成为多国人民抵御病毒的
有力武器。 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3 月 30 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介绍，中国正向 80 个国家和 3 个国际组织援助疫苗，同
时向 40 多个国家出口疫苗，同 10 多个国家开展疫苗研发
和生产合作。

多米尼加副总统培尼亚在接收中国疫苗仪式上表示，
中国人口众多，接种任务艰巨，但依然克服困难向各国提供
援助，充分体现了团结互助精神，为全人类做出了表率。

从突发“遭遇战”到抗疫“持久战”，面对将与病毒较长
期共存的未来，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各国团结合
作，所有国家都控制住疫情，才能赢得抗疫的最终胜利。 正
如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主任哈立德·拉赫曼所说，
世界需要摒弃一切偏见， 朝着为人类创造美好未来的目标
携手面对全球性挑战。 这不是为了某一个国家、 某一些国
家，而是为了全人类。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电）

一年多前，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具有大流行特征”时，很多人或许没有想到，这只是一场漫长“战争”的开始。
超过 1.3亿人感染，超过 300万人死亡。从热带岛屿到寒冷极地，从车水马龙的城市到人烟稀少的乡村，新冠病毒传播速度之快、感染

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超出了最初的预期。 即使在多国已开始接种疫苗的今天，一些国家疫情仍在反弹，全球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人类与新冠病毒的“遭遇战”演变成了“持久战”。科学界传递的信息发人深省：新冠大流行的影响“可能将持续数十年”，病毒可能将与

人类长期共存，人类距离真正战胜疫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病毒变异加快、“抗疫鸿沟”加深、“抗疫疲劳”滋长、少数西方政客和媒体“抗疫干扰”不断……众多挑战面前，要打赢这场“持久战”，人

类惟有同心携手，团结合作。

超过 1.3亿人感染，超过 300万人死亡。 人类与新冠病毒的“遭遇战”演变成了“持

久战”。 科学界传递的信息发人深省：新冠大流行的影响“可能将持续数十年”———

如何打赢全球抗疫 “持久战”

处理技术靠谱吗？ 东京电力公司可信吗？ 只能排海吗？
———有关专家就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答记者问

日本政府近日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废水处理后排入
大海，引发广泛关注。日本福岛核废水处理技术靠谱吗？东京电
力公司可信吗？ 除了将福岛核废水排放入海，日本还有更优处
理方式吗？福岛核废水能与核电厂正常运行时排放的废水相提
并论吗？ 记者 18日就有关问题采访权威专家。

问：日本采用的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处理效果如何？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专家委常务副主任赵成昆表示，日方目

前对福岛核事故废水的处理主要是通过 2012 年开发的多核素
处理系统（ALPS）过滤除氚以外的其他核素。

2020 年 2 月 10 日， 日本负责福岛核事故废水处理研究的
“ALPS 小组委员会”发布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处理后仍有 73%的废水超过日本排
放标准。另据东京电力公司公布的数据，ALPS 运行至今多次出
现过滤后废水中碘-129 等核素活度浓度依然超标情况， 效果
未达到预期。由此可见，即使技术上可行，工程上也不一定能完
全实现并保持长期稳定运行。

同时，日本福岛核事故废水处理的实施主体是东京电力公
司。 该公司在核电安全运行方面屡有不良记录，在福岛事故发
生前、后均有隐瞒虚报和篡改信息的前科。据公开报道，东京电
力公司 2007 年承认自 1977 年起在福岛第一、 第二核电站等
199 次例行检查中篡改检测数据， 隐瞒反应堆故障。 福岛核事
故后续处置过程中，该公司基于种种理由应对迟缓。 经过处理

后的废水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排放标准，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问：福岛核废水只能排入海洋吗？ 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处

理方式？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森林说，福岛核事故废水

处理处置不只有排入海洋一种形式，但日本选择了对本国最有
利的海洋排放方式。

日本对废水处置方案曾提出过氢气释放、地层注入、地下
掩埋、蒸汽释放和海洋排放等五种选择。 地层注入和地下掩埋
是在日本本国领土范围内处置，对其他国家没有影响，经济成
本高；蒸汽释放会产生固体废物，需要进一步处理处置，经济成
本相对较高，二次废物会影响日本本国环境。 日本在未与国际
社会和利益攸关方协商一致， 未穷尽所有可实施手段的情况
下，出于本国私利，仅以储罐空间受限为由，选择经济代价最小
的海洋排放方案，单方面做出排海决定，将本该由自身承担的
责任转嫁给全人类，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开了一个很不
好的先例。

国际上，《核安全公约》和《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
管理安全联合公约》都规定放射性污染的最终处置责任应由污
染者承担。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事件或活动所造成的污染不
致扩大到行使主权权利的区域之外。

日本理应本着对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负责的态度，采取审

慎措施，在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监督下，选择最优方式处置核
事故处理后废水。

问：有网民将日本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与各国核电厂正
常运行排放的废水相提并论，您怎么看？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研究员刘新华说，核电厂正
常运行排放的废水，我们称为“核电厂正常运行液态流出物”，
与日本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有本质不同。

一是来源不同。 日本福岛核事故是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
（INES）中最高级别的 7级核事故，堆芯熔化损毁，放射性物质大
量释放。 福岛核事故废水来自事故后注入熔融损毁堆芯的冷却
水以及渗入反应堆的地下水和雨水。 核电厂正常运行液态流出
物主要来源于工艺排水、化学排水、地面排水、淋浴洗衣排水等。

二是放射性核素种类不同。福岛核事故废水包含熔融堆芯
中存在的各种放射性核素，包括一些长半衰期裂变核素，以及
极毒的钚、镅等超铀核素。 核电厂正常运行液态流出物不与核
燃料芯块直接接触，含有少量裂变核素，几乎不含超铀核素。

三是处理难度不同。日本采用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技术
对福岛核事故废水进行净化处理，最终能否达到排放标准还需
验证。 核电厂严格遵守国际通行标准，采用最佳可行技术对废
水进行处理，经严格监测达标后有组织排放，排放核素远低于
规定的控制值。
新华社记者 高敬 侯雪静 安娜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

4 月 18 日，施工人员在杭绍台铁
路上进行接触网导线架设作业。

当日，由中国中铁电气化局参建
的杭绍台铁路在浙江天台县开始架

设第一条接触网导线，标志着杭绍台
铁路电气化工程进入核心技术施工

阶段。 据了解，杭绍台铁路全部接触
网导线架设及调整施工计划于 7 月
底完成。

杭绍台铁路是我国首条民营资

本控股的高速铁路项目。该线路连接
浙江杭州、绍兴和台州三地，线路设
计时速 350 公里。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
开始架设接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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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 4 月 18 日电
针对美国、英国、欧盟一些政客
对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判刑黎智
英、李柱铭等人进行无端指责和
恶意抹黑 ， 甚至公然 “呼吁放
人”，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
言人 18 日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
反对，严正指出这是对特区法治
与国际法治的双重亵渎与践踏。

发言人指出，香港是法治社
会，有关人员因组织参与未经批
准的非法集结被判刑，事实依据
充分，程序完全合法 ，判决依法
公开。 一些外国干预势力常把法
治挂在嘴边，却一再将违法犯罪
分子美化为“民主斗士”，阻挠特
区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将政治操
弄置于特区法律之上。 他们假仁
假义地表示“要与香港人民站在
一起”，却无视特区主流民意，一
再损害特区法治与繁荣稳定，实
际上站在了香港人民的对立面。
他们言必称维护国际规则，却一
再践踏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肆意插手香港事务与中国
内政，充分暴露出其对国际规则
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双重标准。

发言人强调， 有法必依、违
法必究是法治核心要义，任何人
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恪守不干涉
内政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切实尊重法治精神，摒弃虚伪的双重标准，停止包
庇和美化违法犯罪分子， 停止损害香港法治与司法独立，停
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任何干预和施压都注定是徒劳
的，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