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2 日， 船只停靠在浙江舟山沈家门渔港。 浙江省气象局 12 日发布台风紧
急警报，今年第 14 号台风“灿都”（超强台风级），当日 15 时其中心位于浙江舟山偏
南方向约 620 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 浙江省防指决定于 12 日 18 时 30 分将防台
风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 新华社发（邢守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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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在俄罗斯奥伦堡州东古兹靶场，中方参演部队举行开营仪式。 “和平使命-2021”上合组织成员国联合反恐军
事演习中方参演部队，12 日在俄罗斯奥伦堡州东古兹靶场举行“中国营”开营仪式，标志着中方参演部队由战役投送阶段转
入战役实施阶段。 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摄

美国不应以反恐之名谋求私利
———多国人士反思美国“反恐战争”20年

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9·11” 事件二十周年
之际，多国专家学者和政界人士指出，20
年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战争”
并未给世界带来安全稳定。 打击恐怖主
义需要各国凝聚共识，加强合作，综合施
策，而不应成为个别国家谋求私利、维护
霸权的借口。

埃及《鲁兹·优素福》周刊专栏作家
穆斯塔法·阿明说，美国以“9·11”事件为
由发动阿富汗战争，间接造成了过去 20
年中东地区混乱不堪的状况。 “9·11”事

件还成了美国干预地区事务的借口。
英国白金汉大学国防安全与情报学

教授安东尼·格里斯说，20 年来，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并
不成功， 恐怖主义仍然是西方国家面临
的极大威胁。

瑞士日内瓦“和平与和解研究中心”
研究员穆罕默德·居泽尔说，20 年来，美
国没有打赢反恐战争， 事实上其很多做
法恰恰在助长恐怖主义。

比利时作家、“调查行动” 网站创始
人米歇尔·科隆表示，美国发动反恐战争

只是它试图阻止自身衰落的一种方式，
是为了维护其霸权。

英国前国会议员乔治·加洛韦说，无
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方的反恐战争都是
“灾难性的失败”。 西方必须吸取教训，
不要再到处扶持极端分子，也不要穷兵
黩武。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
朱志群说， 美国及其盟国在阿富汗 “经
营”20 年后匆匆撤出， 阿富汗反恐局势
的不确定性更高了。 美国乃至整个国际
社会需要深刻思考， 国际和一些地区冲

突仅仅通过单边军事干预和战争无法解
决，根本出路还是多边谈判和协商解决。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胡里
奥·里奥斯说，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各国长期
合作，而且要建立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反
恐不能成为个别国家恣意妄为的借口。

肯尼亚执政党朱比利党总书记拉斐
尔·图朱说，面对恐怖主义，没有一个国
家能够“免疫”。 世界所有国家需要相互
合作，联合打击恐怖主义。解决贫困问题
是全球反恐的出路之一， 生活富裕会减
少恐怖主义滋生。

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研究》杂志社主
编、 社会学博士阿扎马特·谢伊托夫表
示，当前，国际恐怖分子在互联网上日渐
活跃，要遏制和防止恐怖袭击，就需要广
泛的国际合作， 特别是世界各国需要在
坚持多边主义和拒绝“双重标准”的基础
上强化国际合作。

新华社俄罗斯奥伦堡 9 月 12 日电
（记者 梅世雄）“和平使命-2021” 上合
组织成员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中方参
演部队 ，12 日在俄罗斯奥伦堡州东古
兹靶场举行“中国营”开营仪式，标志着
中方参演部队由战役投送阶段转入战
役实施阶段。

据了解，铁路运输第一梯队初到时，
中方参演部队营区还是一片荒芜的草
场。抵达后，中方参演部队各梯队接续组
织，全面展开野战营区建设。目前，“中国
营”已彻底“变身”，成为一座集导演部、
集群指挥所、住宿区、炊事区、医疗区、装
备保障区等于一身的功能齐全、设施完
备、符合实战要求的野战营区，为参演部
队顺利完成联演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12 日上午 9 时许，中方参演部队全
体官兵战斗着装，在营区正门前的广场
上整齐列队。 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声，五
星红旗徐徐升起。

“代表中国军队参演，使命光荣，责
任重大。 ”北部战区某合成旅旅长刘泉
代表全体参演官兵表态，“任务考验在
眼前，我们一定会争做排头兵，当好代

表队”。
中方总导演、北部战区副参谋长赵

康平少将在开营仪式上说， 此次演习 ,
有助于进一步增进我军与上合组织成
员国军队友谊， 深化军事交流合作，在

互学互鉴中提高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我们要以一流的组织指挥、一流的训练
水平、一流的战斗作风、一流的协调保
障、一流的疫情防控，树立起大国担当
的形象、“四有” 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形

象，不负信任重托，坚决完成党和人民
赋予的光荣任务，向习主席和中央军委
交出优秀答卷。

开营仪式结束后，中方参演部队立
即展开临战训练。

““和和平平使使命命--22002211””
上上合合联联演演““中中国国营营””开开营营

福建省教育厅、省卫健委要求

全省师生19日前完成新一轮核酸检测
新华社福州 9 月 12 日电（记者 董建

国）福建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12
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秋季学期学
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要求全省各级
各类学校原则上在 9 月 19 日前组织全体
师生员工完成新一轮核酸检测工作。

近日，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发现多
例确诊和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截至 9 月
11 日 20 时， 仙游县已有 2 地划定为高
风险地区、5 地为中风险地区。

通知要求切实做好重点人员的摸排
监测和健康管理。 各级各类学校要对本

校今年放暑假以来有境外和国内高中风
险地区所在城市旅居史、 接触史的师生
员工开展全面摸底排查、单独登记造册，
作为重点人群，加强健康管理，务必做到
底数清、情况明。

据新华社福州 9 月 12 日电（记者 陈
弘毅 邰晓安） 福建省卫健委 12 日通报
称，9月 11日 0-24 时，福建省报告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 20 例（泉州市报告 1 例，莆田
市报告 19 例），其中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
1 例。 报告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18 例
（泉州市报告 1例、莆田市报告 17例）。

我国首座高水平放射性
废液玻璃固化设施正式投运

据新华社成都 9 月 12 日电 （记者
谢佼 胡喆） 记者从国家原子能机构获
悉，2021 年 9 月 11 日，我国首座高水平
放射性废液玻璃固化设施在四川广元正
式投运。 这标志着我国已实现高放废液
处理能力零的突破， 跻身世界上少数几
个具备高放废液玻璃固化技术的国家，
对我国核工业安全绿色发展具有里程碑
意义。

在广元的项目联合指挥部经验证评
估认为， 自 8 月 27 日工程启动热试车、
生产出第一罐放射性废液固化而成的玻

璃体以来， 产品质量可控， 设施运行稳
定，相关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设
施已具备运行条件，可转入正式投运。

放射性废物处理是核能安全利用的
最后一环 ， 放射性废液玻璃固化是在
1100 摄氏度以上将放射性废液和玻璃
原料混合熔解，冷却后形成玻璃体。玻璃
体浸出率低、强度高，能够有效包容放射
性物质并形成稳定形态， 是目前国际上
先进的废液处理方式。 因需要强大的工
业与制造业基础做支撑， 此前世界上仅
美、法、德等国家掌握了相关技术。

浙浙江江提提升升防防台台风风应应急急响响应应至至ⅠⅠ级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