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刘良慧 王杨 版式/李晨20２1年 7月 29日 星期四国际新闻4

总值班 18955179501（日夜 ） 编辑部传真 65179872（日夜 ） 集团办公室 65179014 编委办公室 65179030 总编办公室 65179021 新媒体中心 65179029（邮箱：ahrb2012@sina.cn) 审读考评办公室 65179144
政治新闻中心 65179190 经济新闻中心 65179250 文化新闻中心 65179166 出版部 65179189 视觉新闻中心 65179191（邮箱：shyb@vip.163.com) 理论部 65179251（邮箱：ahrbllb@163.com) 评论部 65179148
来稿编辑部 65179228（邮箱 ：lgbjb@ahrb.com.cn) 记者部 65179232 群工部 65179258 信息技术中心 6５１７９２６５ 广告中心 6５１７９３16 安徽报业发行公司 ６５１７９５６７ 印务中心 65333661 新闻研究所 6５１７９178

零售价：1．50元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公司承印
昨日开印 3∶15印完 6∶00

本报地址
合肥市潜山路 １４６９ 号
邮政编码： ２３００７１

电

话

中国更“进”一步 “展会力”助推世界经济复苏
近年来， 中国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

放，不断向世界敞开市场。 进博会、广交会、
消博会、 服贸会等国家级展会已形成 “矩
阵”，向世界传递扩大开放的鲜明信号、搭建
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
长释放中国“展会力”。

中国“展会力”联通国内国际大市场，让
全球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

第四届进博会签约参展的世界 500 强
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已超过上届，“回头率”
超 80%，有 30 多家为首次参展。 同时，已有
50 多个国家确认参加国家展。

不久前，1300 多个国际品牌云集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借展会良机进一步开拓中
国市场。 今年 4 月，2.6 万家参展企业在广交
会期间上传展品 276 万多件。 去年 9 月，14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2 万家企业和机构参加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这不是中国的独唱， 而是各国的大合
唱。 在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的背景
下，中国坚持通过展会与各国共享经济发展
红利，展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磁力”,也展现
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

正如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
任濑口清之所说，展望全球市场，未来 10 到

15 年， 没有一个市场能像中国市场一样吸
引人。

中国“展会力”彰显高水平开放决心，让
各国感受中国合作共赢诚意。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
塘。 中国经济海纳百川，敞开大门拥抱来自
全球各地的大小企业， 帮助它们实现自身
发展梦想。 展会是个窗口，各国客商在展会
上了解中国市场、抓住合作机遇、结识合作
伙伴。

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合设机构国
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阿兰查·冈萨雷斯感
慨，进博会是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绝佳
平台。 爱尔兰驻华大使馆经济主管加雷思·
哈加登也说，中国众多国家级展会给爱尔兰

企业带来开拓广阔中国市场的良机。
展会有会期，合作更深远。 借助展会的

外溢和带动效应，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
商，成为合作共赢的新形式。 不少外国企业
通过进博会结缘中国， 在中国投资建厂、本
地化运作；海南在消博会上也谋划打造“全
球消费精品中心”， 借助海南自由贸易港独
特优势，实现“买全球、卖全球”，打造永不落
幕的“消博会”……

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共
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方式做活。 几
大国家级展会带来的合作契机，正是中国持
续推动合作共赢的鲜明写照。

中国“展会力”驳斥逆全球化思潮，让世
界坚定多边主义信念信心。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增加进口
来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基图
伊说， 进博会一定能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进一步打造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做出积极
贡献。 土耳其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塞尔丘克·
乔拉克奥卢也表示，展会展示了中国对国际
贸易复苏的积极看法，也是中方推动国际贸
易正常化的具体举措。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逆流冲击，新冠疫情突如其来。
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坚持举办国家级展会，
是中国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的重要体现，
更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大实践。 向世
界展现中国维护国际贸易的决心，让世界看
到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
而不是“筑墙”。近年来，中国不断向世界敞开
市场。从统筹推进 21个自贸试验区建设到高
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从颁布实
施外商投资法到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中国更 “进 ”一步 ，进博会即将再次启
程。 中国将再次汇聚全球客商，向全世界呈
现中国“展会力”，持续助推世界经济复苏。
新华社记者 宿亮 （新华社北京 7月 28日电）

外交部表示

美国借溯源搞政治操弄

只 会 以 失 败 告 终
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记者 温馨 王宾）外交部发言人赵

立坚 28 日说，美国借溯源搞政治操弄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
普遍反对，在事实、科学、正义面前，政治操弄不得人心，只会以失
败告终。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CGTN 智库日前发布网上民意调
查报告显示，参与投票的全球网民 80%认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已经
被政治化，发言人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CGTN 智库使用联合国官方语言中文、英语、俄语、法
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进行的民调，反映了全球民众对美国将溯
源问题政治化的严重不满。参与投票的网民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一
样的心声，“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没有解决大流行的控制问题，这是掩
盖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的愚蠢无益的政治策略”。

赵立坚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为了转移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
达到抹黑打压别国的政治目的，大搞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
工具化，严重损害了科学溯源和全球抗疫大局。

赵立坚说，美国歪曲事实，散布虚假信息。 美国罔顾中国－世卫
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结论， 援引一些没有真凭实据的官员或情报信
息，大肆炒作“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 美国如此蛊惑人
心、混淆视听，妄图将莫须有的罪名扣给中国，就是为了转移视线，
掩盖自身早期病例和疑点重重的生物实验室真相。

赵立坚说，美国违背科学，鼓吹情报调查。 为了实现“实验室泄
漏论”的预设立场，美国抛弃科学研究，大言不惭宣称让情报部门在
90 天内拿出溯源调查结论。 这一做法不科学、不客观、不严谨，就是
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赵立坚说，美国大搞胁迫，四处挥舞“黑手”。 美国通过胁迫、
施压等方式 ，妄图使科学家在其霸权 、霸凌面前低头 ，转而支持
“实验室泄漏论”。 据报道，许多不愿屈服的科学人士因此饱受人
身攻击和谩骂威胁，有的专家不得不辞职以维护其所坚守的科学
立场。

“事实胜于雄辩，人心岂容愚弄。 ”赵立坚说，美国借溯源搞政治
操弄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 截至目前，已有 60 国致
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强调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任务，不能被
政治化，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应该得到维护。 多国政要、媒
体、专家、民众纷纷以不同方式发声，谴责美国将溯源政治化的做
法。中国网民呼吁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联署
签名已经有 1600 多万。

“我们正告美方，在事实、科学、正义面前，政治操弄不得人心，
只会以失败告终。 ”赵立坚说。

疫情卷土重来 美国忙于甩锅
美国政府退伍军人事务部 26 日要

求下辖医疗系统医护人员必须接种新冠

疫苗。这是美国首个强制雇员接种新冠疫
苗的联邦政府机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数据显示，目前全美近 90%的地区新
冠确诊病例数都在攀升， 新增确诊病例、
住院病例、 死亡病例等关键指标大幅反
弹，引发广泛关注和担忧。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疫情正卷土重
来，而美国政府却还在忙着甩锅推责，在
国际上炒作“实验室泄漏论 ”，试图栽赃
嫁祸、转移矛盾。 正如美国国家过敏症和
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所言，在
应对疫情的进程中， 美国正走在错误方
向上，让人失望。

大幅反弹

美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21 日，美
国 7 日平均日增确诊病例约 4 万例，较前
一周上升 46.7%；7 日平均日增死亡病例

约 220例，较前一周上升 9.3%。 此外，截
至 19 日，7 日平均日增住院病例约 3500
例，较前一周上升 32.2%。

美国《时代》杂志文章认为，美国很可
能已迎来新一波疫情反弹，与之前几波反
弹不同的是， 这次的覆盖面似乎更广，极
有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应对糟糕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疫情卷土重来有
着多重原因。 首先，疫苗接种率不够。 近
来，在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的同时，美国
新冠疫苗接种进度却呈减缓之势。美疾控
中心网站数据显示，截至 25 日，全美接
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人数约为 1.88
亿，占总人口的 56.8%；完成疫苗接种的
人数约为 1.63 亿，占总人口的 49.1%。

福奇今年 4 月曾表示， 美国至少要
有 70%的人接种疫苗，才有望实现“群体
免疫”。美国公共卫生局前局长杰罗姆·亚

当斯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
疫情之所以再次失控，是因为没有足够多
的人接种疫苗。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
道，当前疫情模型数据显示，如果疫苗接
种率不能提高，美国面临的最坏情况将是
每日新增新冠死亡病例达到 4000 例。

其次，德尔塔变异毒株传染性强、来
势汹汹， 而美国多地却过早放松在公共
场合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
错误地放松了警惕。 美疾控中心在 5 月
份发布新的防疫指南， 不再建议已完成
新冠疫苗接种的人参加室内和室外活动

时必须戴口罩。
再次， 美国疫情仍深陷 “政治化泥

沼”。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疫苗问题上
的严重分歧一直无法消除， 加之美国社
交媒体上关于新冠疫苗的假新闻、 阴谋
论太多，导致不少民众不愿接种。 对此，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周刊评论说，这
样的政治分裂是“致命的”。

忙于甩锅

面对卷土重来的疫情，美疾控中心 27
日建议， 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者在疫情传
播严重区域的室内公共场所仍需佩戴口

罩。 美国政府方面也在继续呼吁民众接种
新冠疫苗。美疾控中心主任萝谢尔·沃伦斯
基指出， 疫情现在主要发生在未接种疫苗
人群中。统计显示，过去 6周美国死于新冠
病毒的病人几乎都没有接种过疫苗。

与此同时， 白宫还在忙于应对美国社
交媒体上关于新冠疫苗的不实信息。 总统
拜登等官员近期把矛头指向脸书公司，指
责其对平台上关于疫苗的不实信息放任不

管。脸书方面则强硬回应说，脸书不是拜登
政府没完成接种率目标的原因， 暗示政府
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甩锅。

观察人士指出，值得警惕的是，随着
美国疫情反弹越发明显， 一些美国政客
在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方面也越走越

远，企图借此推脱应对疫情不力的责任，
维护自身及党派的政治私利。 对于美方
这种甩锅推责、转移矛盾的图谋，国际社
会应当高度警惕。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28日电）

·国际观察·

王毅会见阿富汗塔利班

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

新华社天津 7 月 28 日电（记者 潘洁 宋瑞）7 月 28 日，国务委
员兼外长王毅在天津会见来华访问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
责人巴拉达尔一行。 阿塔宗教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同行。

王毅表示，中国是阿富汗最大邻国，始终尊重阿主权独立和领
土完整，始终坚持不干涉阿内政，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
友好政策。 阿富汗属于阿富汗人民，阿富汗的前途命运应该掌握在
阿富汗人民手中。 美国和北约从阿仓促撤军，实际上标志着美对阿
政策的失败，阿人民有了稳定和发展自己国家的重要机遇。

王毅指出，阿塔是阿富汗举足轻重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有望在
阿和平和解和重建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希望阿塔以国家和民族利
益为重，高举和谈旗帜，确立和平目标，树立正面形象，奉行包容政
策。 阿各派别、各民族应团结一致，真正把“阿人主导、阿人所有”原
则落到实处，推动阿和平和解进程尽早取得实质成果，自主建立符
合阿富汗自身国情、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

王毅强调，“东伊运” 是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名的国际恐怖组织，
对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直接威胁。打击“东伊运”是国际社
会共同责任。 希望阿塔同“东伊运”等一切恐怖组织彻底划清界限，
予以坚决有效打击，为地区安全稳定及发展合作扫除障碍，发挥积
极作用，创造有利条件。

巴拉达尔对有机会到访中国表示感谢。表示中国一直是阿富汗
人民值得信赖的好朋友，赞赏中方在阿和平和解进程中发挥的公正
和积极作用。 阿富汗塔利班对争取和实现和平抱有充分诚意，愿与
各方一道，致力于在阿建立广泛包容、被全体阿人民接受的政治架
构，保障人权和妇女儿童权益。 阿塔决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领土
做危害中国的事情。阿塔认为阿富汗应同邻国和国际社会发展友好
关系。 阿塔希望中方更多参与阿和平重建进程，在未来阿重建和经
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阿塔也将为营造适宜的投资环境作出自己
的努力。

同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同巴拉达尔一行举行会谈，就共
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增进了了解，扩大了共识。

多国极端天气频发
敲响气候变化警钟

这张从社交媒体获得的视频截图显示，7 月 27 日，意大利切尔诺比奥的街道被洪水淹没。 意大利科莫湖附近城镇遭遇暴雨引发的山体
滑坡等灾害。 新华社发

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 9000例
7 月 28 日，人们在日本东京过马路。 受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蔓延影响，日本

疫情日趋严峻，28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首次超过 9000 例，创疫情以来新高，东京
都当天新增确诊首次超过 3000 例。

新华社发

再过不到 100 天时间，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就将如约
而至。 作为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进博会意向成
交额连年增长，已成为紧密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 在此前三届基
础上，新一届进博会更“进”一步，展商展品质量更优、展览展示题
材更新、组展办展专业化程度更高。

从高温热浪到暴雨洪水，全球多地近期
遭遇罕见极端天气，造成重大损失。 多国专
家认为， 极端天气频发与气候变化密切相
关，各国应及时改进紧急预警和风险管理系
统，进一步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应对，降低不
利影响。

全球多地极端天气频发

6 月底，历史性高温席卷美国西北部、加
拿大西南部等地， 一些地区气温飙升至 110
华氏度（约 43.3 摄氏度）以上，致数百人丧生。
近日，希腊、英国等国也纷纷发布高温预警。

与此同时，多个国家出现强降雨天气。 7
月初， 日本静冈县和神奈川县等地普降大
雨。 日本气象协会分析数据发现，从静冈县
到神奈川县的大范围地区创下有记录以来
降雨量最高值。 欧洲中西部地区也连日出现
强降雨，引发大规模洪水，重灾区德国西部
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
伦州至少 179 人死亡。

印度近期也发生极端天气，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强降雨和严重雷击。 7 月以来，印
度多个邦的降雨量大大超过多年平均值，其
中暴雨引发的灾害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已造
成至少 138 人死亡。 最近几个月，印度多个
邦雷击事件激增，7 月 12 日曾报告 24 小时
内至少 72 人因雷击死亡。 印度科学和环境
中心的研究发现， 从去年 4 月到今年 3 月，
印度累计发生 185 万次雷击事件，较上年同
期增长 34%。

气候变化是罪魁祸首

不少专家将近期全球极端天气频发归
因为气候变化。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大
气科学教授迈克尔·曼表示， 气候变化使极
端高温天气发生得更加频繁且强烈。 气候变

化正在重塑地球气温模式，随着人类向大气
中排放的温室气体增多，气候系统中的“能
量”不断上升，这种过剩的“能量”通过极端
高温天气等形式体现。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 7
月 19 日在日内瓦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气候变化是今夏席卷西欧地区的暴雨和
洪水的根本原因，在减缓气候变化取得成效
之前， 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将越来越
多。 “人类对极端天气并不陌生，但是气候变
化无疑增加了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和严重
程度”。

德国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教授拉尔
夫·默茨日前对媒体表示， 气候变化会影响
所谓的喷射流，导致高压或低压系统在某地
更久地停留，“就像这次低气压‘贝恩德’（缓
慢移动导致洪水）发生的那样”。 默茨预测，
由于气候变化，洪水对北欧和西欧等地构成

的威胁在 2050 年前将越来越严重。
一些印度专家也指出，印度雷击事件和

降雨量增加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越来越多
的科学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可能会在全世界
引发更多的闪电，带来更多暴雨，因此需要
更好地监测和预测这些事件。

加强建设早期预警系统

美国华盛顿大学气候影响小组高级科
学家梅亚德·克罗斯比表示， 随着全球气温
上升， 极端高温天气的发生频率会继续增
加，类似极端天气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
烈，持续时间也将越来越长。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副教授拉里·奥尼
尔希望近期的极端天气敲响气候变化警钟，
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全球变暖产生的直接影
响。奥尼尔表示，气候变化将导致更多极端天

气现象发生，加剧人类面临的威胁和风险。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海利·福勒教授等

人研究发现，受气候变化影响，未来产生强
降雨的风暴在欧洲发生的频率可能会显著
增加。 “这（项研究）与当前欧洲发生的洪涝
一起敲响警钟，需要我们改进紧急预警和管
理系统，并将气候变化安全因素纳入我们的
基础设施设计中。 ”

塔拉斯指出， 去年加勒比地区的飓风、
亚洲的超级台风以及袭击太平洋岛屿和非
洲南部地区的气旋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世界
上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免受极端天气事件和
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 他呼吁各国尽快行动
起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有必要加强建
设早期预警系统，以更好地预测极端天气。

新华社记者 罗国芳 张亚东 张毅荣

谭晶晶 陈斌杰 华义

（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