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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真相戳穿美国“人权卫士”谎言 IMF官员点赞中国经济率先复苏

新华社华盛顿4月8日电 日前，
美国凭借道听途说、无中生有的材料
拼凑而成所谓“2020 年度国别人权
报告”，一如既往地对别国人权状况
大肆抹黑、指手画脚。而事实上，美
国自身的人权问题堆积如山，过去4
年，美国政府人权纪录劣迹斑斑。

美国因自身制度失灵积重难返，
最终造成国会山暴乱；美国种族歧视
痼疾从未根除，一再酿成少数族裔家
破人亡的惨剧；美国因自身防疫不
力，经历了远比世界任何国家都要严
重的新冠疫情……美国践踏人权的
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真相，彻底戳穿了
美国长期自我标榜为“人权卫士”的
无耻谎言。

——民主失序造撕裂

民主制度失序引发政治乱象，进
而撕裂美国社会。美国的金钱政治
扭曲了民意，把选举搞成了富人阶层
的“独角戏”。金钱深深植根于美国
选举的各个环节。没有足够的金钱，
根本无法参加竞逐任何重要政治职
位。

纽约大学布伦南司法研究中心
指出，巨额资金主宰着美国当前的政
治竞选活动，其程度是几十年来所未
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允许亿
万富翁向竞选活动投入无限量资金，
淹没了普通美国人的声音。“黑钱组
织”会掩盖捐赠者身份，防止选民知
道是谁试图影响他们投票。

《华尔街日报》网站去年 11 月9
日评论说，在2020年的选举中，美国
人对本国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
年来最低点。政治极化日益严重，仇
恨政治演变为全国性“瘟疫”，选后暴
乱导致国会沦陷。

近年来，美国枪支交易和枪击事
件连创历史新高，人们对社会秩序失
去信心。美国两党基于党派利益难
以就枪支管控达成共识，长期持续的
枪支泛滥是政治分裂和党派斗争使
然，而代价则是每年数万美国人沦为
枪下之魂。

——种族痼疾常发作

美国少数族裔遭受系统性种族

歧视，处境艰难。轰动全球的美国白
人警察“跪杀”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
一案3月29日开庭公审。《波士顿环
球报》感叹道：“（涉嫌杀害弗洛伊德
的白人警察）肖万不会是法庭上唯一
的被告，被送上审判席的还有整个美
国。”

弗洛伊德那句“我无法呼吸”的
呻吟，是不止一个死于警察暴力执法
的非洲裔美国人的临终哀嚎，也是更
多遭受同样厄运的少数族裔共同心
声。

美国联邦统计数据显示，非洲裔
青年男性被警察射杀的风险比白人
青年男性高21倍，15岁至19岁的非
洲裔男性被射杀率高达百万分之
31.17，而同年龄段的白人男性被射
杀率仅为百万分之1.47。据“警察暴
力地图”网站统计，2013年美国至少
有301名非洲裔遭警察枪杀，2014年
为 320 人，2015 年为 351 人，2016 年
为 309 人，2017 年为 282 人，2018 年
为 260 人，2019 年为 278 人，2020 年
为233人。

暴力执法的美国警察通常会受
到法律的公正制裁吗？答案是否定
的。审理警察暴力执法案件的陪审
团普遍对执法人员存在“天然的信
任”。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教授珍尼
娜·贝尔说，数据表明陪审团成员更
倾向于相信警察和警察的证词，而非
目击证人的证词。

非洲裔并非美国种族主义问题
的唯一受害者，拉丁裔和亚裔等少数
族裔也长期遭受种族歧视。特别是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些美国政客为
推卸防疫不力的责任而大肆对亚裔
进行污名化，导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
暴力仇恨犯罪在全美激增。近两个
月来，“停止仇恨亚裔”已成为继“黑
人的命也是命”之后新一轮反种族歧
视运动的口号，相关游行示威活动在
全美各地此起彼伏。

——贫富差距再拉大

今日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加速
扩大，底层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去年
以来，疫情失控导致大规模失业潮，
数千万人失去医疗保险，六分之一美

国人、四分之一美国儿童面临饥饿威
胁。弱势群体成为政府消极应对疫
情的最大牺牲品。

专家认为，疫情加剧了美国底层
人民的生存危机，但美国社会财富分
配不均造成的中产阶层危机则早已
存在并持续恶化，正在引发社会和政
治动荡。美国保守派网站“美国伟
大”编辑克里斯·巴斯柯克说，财富分
配不均是由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实际
工资增长停滞以及其他结构性问题
导致的，很可能造成一种不可持续发
展的局面。

——疫情失控酿悲剧

美国人口不足世界总人口的
5%，但截至目前，其新冠确诊病例数
却超过全球总数的25%，死亡病例数
占全球总数的近 20%，超过 55 万美
国民众失去了宝贵生命。

时任特朗普政府白宫冠状病毒
应对工作组协调员德博拉·伯克斯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播出的纪
录片中直言，联邦政府向公众传达矛
盾信息，这是美国应对疫情过程中犯
下的“头号错误”。

在这部纪录片中，特朗普政府白
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员、美
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安东尼·福奇说，总统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的呼吁解除疫情封锁等言论令
人震惊，对抗击疫情的工作来讲“是
一个巨大的打击”。

——横行霸道毁规则

悍然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退出
《巴黎协定》，以霸凌行径威胁国际机
构、野蛮推行单边制裁，残酷对待寻
求庇护者、疫情期间继续强制遣返移
民，赦免屠杀他国平民的战争罪犯
……

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对国际
社会欠下的“人权账”不胜枚举。4
年来，美国执意奉行本国优先，推行
孤立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已然
成为危害全球安全与稳定的最大“麻
烦制造者”。

2018年6月19日，自诩“人权卫
士”的美国竟悍然宣布退出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此前一天，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刚刚批评美国在
边境地区将移民儿童与父母强制分
离的做法。

2018年9月和2019年3月，美国
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和时任国务
卿蓬佩奥分别发出威胁，称如果国际
刑事法院调查美国及其盟国人员涉
嫌犯下的战争罪行，美方将对“直接
负责调查”的人员采取禁止入境、冻
结资产等报复措施，甚至包括对国际
刑事法院进行经济制裁。美国法律
人士詹姆斯·戈德斯通评论说，这些
高官的言论表明，美国政府“只有在
符合美国利益时”，才把国际法当一
回事。

2017年7月至2020年7月，美国
移民当局违反国际人权法及国际人
道主义，在南部边境地区强行将
5400多名儿童与身为难民或非法移
民的父母分开关押，造成骨肉分离惨
剧，多名儿童在拘押期间死亡。2019
年，总共有 85 万移民在美国南部边
境地区遭到逮捕，他们大多遭受粗暴
对待，人权遭到肆意践踏。2020年，
美国关押移民的拘留场所成为新冠
病毒传播的“重灾区”，美国政府还在
疫情蔓延之际强行遣返大批非法移
民，加重了中美洲国家的疫情风险。

近3个月，又有10余万非法移民
涌入美国。美国执法人员将5000多
名儿童与其父母分开，关押在拥挤的
简易房内，制造了多处“儿童集中
营”。美国政府拒绝承认眼前的移民
危机，甚至阻止记者前往报道“儿童
集中营”里的真实情况。美国政府侵
犯移民权利特别是移民儿童权利的
政策，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都遭到
强烈批评和谴责。

在不久前结束的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会议期间，一些国家代表指出，
疫情当前，美国却奉行“疫苗民族主
义”，大量囤积远超其人口需要的新
冠疫苗并拒绝向包括盟友在内的其
他国家提供疫苗；美国历次武装干涉
造成其他国家大量平民伤亡；美国对
多个国家实施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单
边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他国人权，甚
至导致人道主义危机。

新华社华盛顿4月7日电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布《世界经济
展望报告》，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
8.4%，较1月份预测值上调0.3个百分
点。在正在举行的IMF和世界银行春
季会议期间，多位IMF官员称赞中国
经济从新冠疫情中率先复苏、增长强
劲，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托比
亚斯·阿德里安表示，中国积极、迅速
控制住疫情，助力其经济活动在去年
年中回到正常水平，恢复速度远超其
他国家。中国在疫情暴发后采取大规
模货币和财政政策，不仅避免更深层
的金融震荡，也为周边国家提供重要
支持。他将中国应对疫情与 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相比较，“在第二次面对
重大危机时，中国表现得非常好”。

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
特指出，IMF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
预期，主要原因是外部环境改善、全球
经济增长更加强劲，特别是美国经济
走强会增加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她表

示，中国是去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相
当强劲。

IMF研究部副主任佩蒂亚·科娃·
布鲁克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中国仍需持续推动经济转型，并继
续提升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不
宜过早退出有针对性的经济复苏支持
政策。

IMF财政事务部主任维托尔·加
斯帕尔告诉新华社记者，中国推动经
济转向国内需求和消费驱动仍有不小
潜力，而扩大社会保障网络和改革税
制将有助于减少预防性储蓄、促进国
内消费。

彭博社基于 IMF 公布的最新全
球经济预测计算得出，2021-2026年，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五分
之一，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
力。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表
示，全球各经济体复苏速度不均衡，中
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引擎作
用日趋明显。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 4月 7日电
（记者 吴昊）圣萨尔瓦多消息：中国援
助的科兴新冠疫苗6日晚运抵萨尔瓦
多国际机场。中国驻萨大使欧箭虹、
萨卫生部长弗朗西斯科·阿拉比出席
在机场举行的迎接仪式。

这批中国援助的科兴疫苗由菜鸟
网络承运，应用国际医药冷链技术运
抵萨尔瓦多。7 日凌晨，欧箭虹和阿
拉比共同出席在萨尔瓦多国家生物制
剂中心举行的疫苗交接和分发仪式。

欧箭虹在致辞中表示，在萨政府
自中国采购的新冠疫苗运抵萨尔瓦多
后，这次中方疫苗援助再次体现两国
抗疫的合作成果，彰显中国政府对萨
政府抗疫斗争、守护人民健康的坚定
支持，生动诠释中萨好朋友、好伙伴般

的双边关系。疫苗合作是中萨关系和
两国友好互利合作不断深化的缩影。
中方期待与萨方共同战胜新冠疫情
后，两国人民共同书写双边关系更加
美好灿烂的明天。

阿拉比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用实
际行动帮助疫情严重国家抗击疫情，
为世界抗疫斗争作出中国贡献。这批
疫苗对萨尔瓦多人民来说意味着希望
与健康，将有力推动萨抗疫工作，为最
终战胜疫情打下坚实基础。

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6日晚通过
社交媒体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提
供的抗疫支持表示感谢。今年 2 月，
萨尔瓦多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3
月28日，萨政府采购的首批中国科兴
新冠疫苗运抵萨尔瓦多。

中国援助的新冠疫苗运抵萨尔瓦多

4月7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拍摄的视频画面显示，世界银行行长马尔
帕斯在华盛顿出席记者会。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7日表示，期待在今年年底前
完成对旗下机构国际开发协会的新一轮增资计划，以帮助贫穷国家应对新冠疫情
并推动全球减贫。 新华社记者刘杰 摄

世行力争年内增资国际开发协会以推动全球减贫

新华社日内瓦4月7日电（记者
陈俊侠）在中国武汉封城防控措施解
禁一周年之际，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全
民健康覆盖及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
事务的助理总干事任明辉7日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武汉“解封”是
新冠大流行防控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
次历史性事件，给世界最终战胜疫情
带来了希望。

经过 76 天艰苦卓绝的战“疫”，
武汉市于 2020 年 4 月 8 日解除离汉
离鄂通道管控，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任明辉指出：“一些研究机构的数据

模型分析表明，武汉的封城防控措施
结合中国全国范围内的一些人员、交
通限制措施，包括自我隔离，减少了
新冠病毒在中国的持续传播，对中国
乃至全球的疫情遏制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任明辉指出，随着疫情蔓延，意大
利、西班牙、法国、印度等很多国家也
陆续采取了类似的封城措施。“甚至在
当前，一些疫情出现反复的国家和地
区不得不采取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封城
措施以遏制疫情的持续蔓延。”

任明辉说，武汉封城措施不仅仅

是限制人员进出，还包括建立方舱临
时医院、加强社区检测、对确诊和疑似
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开展追踪、居家隔
离、保持间距、戴口罩、洗手等一揽子
防护措施。

他强调：“武汉的解禁不仅是中国
新冠防控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也为
全球的新冠防控带来了希望，说明面
对这一罕见的、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
次新发传染病暴发，采取封城等一揽
子严格防控措施是行之有效的。这已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借鉴和实施中得
到验证”。

世卫：武汉“解封”是中国新冠防控最重要转折点 为全球防控带来希望

4月7日，孟加拉国达卡
一名交通工作人员由于“封
城”而闲坐在车胎上。

孟加拉国从 4 月 5 日起
实施为期一周的全国范围

“封城”以应对不断恶化的
新冠疫情。 新华社 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7日电（记
者 熊茂伶 高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7 日表示，
全球各经济体复苏速度不均衡，且复
苏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政策制定者需
要采取正确行动，在疫苗接种、经济复
苏以及未来发展上实现公平。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 IMF 和世
界银行春季会议的一场远程媒体发布
会上说，全球复苏呈现不同速度，中美
等少量经济体正在强劲复苏，但很多
国家落在后面。由于新冠病毒变异和
金融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全球经济

复苏仍面临极高不确定性。另外，失
业、破产、极端贫困也可能带来进一步
的经济创伤。

格奥尔基耶娃强调了三大优先事
项，首先是促进疫苗的公平获取。她
指出，疫苗政策就是经济政策，更快地
普及疫苗、结束健康危机能够让全球
国内生产总值（GDP）到 2025 年增加
近9万亿美元。她呼吁各国政府加强
合作，加速疫苗的生产和分销，避免出
口管制，同时加大对贫穷国家的支持。

其次是促进公平复苏。她呼吁政
策制定者采取有针对性的财政措施，

并维持良好的金融环境。一旦健康危
机结束，政府应逐步缩减支持项目，同
时有针对性地扩大招聘补贴、提供再
培训。这对于遭受危机冲击尤其严重
的青年、妇女十分重要。

格奥尔基耶娃还强调，要促进未
来发展的公平，重点是扩大绿色项目、
数字基础设施、民众健康和教育领域
的公共投资，确保所有人从更绿色、更
智能、更具包容性的转变中受益。她
说，各国需要足够的财政收入、更高效
的支出，这意味着强化累进税收，并就
企业最低税收等问题达成国际协议。

IMF总裁呼吁促进疫苗公平获取

孟加拉国实施孟加拉国实施““封城封城””
拜登表示支持巴以拜登表示支持巴以““两国方案两国方案””美方将恢复对巴援助美方将恢复对巴援助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7日电（记
者 刘品然）美国总统拜登 7 日表示，
美国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
题。美国国务院同日宣布将恢复对巴
勒斯坦的援助。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当天
在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通电话时
表示，美国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在国务
院一份声明中宣布，美国将恢复对
巴勒斯坦人民的经济、发展和人道
主义援助。援助额共计 2.35 亿美
元，其中 1.5 亿美元提供给联合国近

东 巴 勒 斯 坦 难 民 救 济 和 工 程 处 ，
7500 万美元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
带的经济发展援助，1000 万美元通
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用于和平建设项
目。声明说，美国致力于以切实可
行的办法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
繁荣、安全和自由，并以此推动通过
谈判促成“两国方案”。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
斯-格林菲尔德 3 月 25 日表示，美国
将重启与巴勒斯坦的“外交沟通渠
道”，并将重新致力于通过“两国方
案”，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
突问题。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4月 7日电
（记者 陈文仙）欧盟委员会7日宣布，
欧委会已拨付 1.23 亿欧元（约合 1.46
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开展变异新冠病
毒的紧急研究。

欧委会在声明中表示，这笔资金来
自欧盟的科研资助框架“地平线欧洲计
划”，旨在提升欧盟预防、减轻和应对变
异新冠病毒影响的能力。“地平线欧洲
计划”是欧盟用于研究和创新的关键资
助计划，总预算为955亿欧元。

声明说，欧委会呼吁通过组织和
开展临床试验，推动对新冠病毒有前
景性的治疗方法和疫苗的开发，从而

对早前的行动进行补充。紧急研究将
有助于解决短期到中期的变异新冠病
毒的威胁，同时为未来做好准备，确保
欧盟能够预测和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
发生的流行病。

欧委会负责创新、研究、文化、教
育和青年事务的委员玛丽亚·加布里
埃尔在声明中说：“我们继续调动一切
可以利用的手段来抗击新冠疫情和变
异新冠病毒带来的挑战。必须利用我
们的联合力量为未来做准备，从病毒
变异的早期发现，到组织和协调新疫
苗和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同时确保
在所有阶段数据的正确收集和共享。”

欧盟拨付欧盟拨付11..2323亿欧元用于变异新冠病毒紧急研究亿欧元用于变异新冠病毒紧急研究

新华社阿布贾4月7日电（记者
郭骏）尼日利亚警方7日说，尼东南部
贝努埃州一个建筑工地当天遭不明身
份武装分子袭击，造成一名中国公民
和两名当地警察死亡，另有两名中国
公民遭绑架。

贝努埃州警方发言人凯瑟琳·阿
尼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
说，7日7时30分左右，中方员工和负
责护送的数名警察在一个建筑工地附
近遭到事先埋伏的武装分子袭击。警
察与武装分子发生交火，一名中国公
民和两名警察在事件中死亡。武装分
子随后绑架了两名中国公民。

阿尼内说，警方已向事发地增派
警力，追捕武装分子并努力解救遭绑
架的中国公民。

中国驻拉各斯总领馆当天对新华
社记者说，总领馆正在积极与尼方交
涉，全力营救被绑架的中国公民。

尼日利亚一建筑工地遇袭尼日利亚一建筑工地遇袭
中国公民一人死亡两人遭绑架中国公民一人死亡两人遭绑架

新华社马尼拉4月8日电（记者
刘锴 闫洁）菲律宾卫生部门 8 日宣
布，由于欧洲药品管理局日前宣布“出
现血栓并伴随低血小板应被列为阿斯
利康疫苗的罕见副作用”，菲方决定暂
停本国 60 岁以下人群接种这款新冠
疫苗。

菲卫生部、菲食品药品管理局当
天发布的联合声明说，尽管菲律宾迄
今尚无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导致血栓的
报告，但菲卫生专家正审视这种副作
用，以期就这款疫苗的使用提出更恰
当的建议。

菲律宾3月1日正式启动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现已批准紧急使用包括
阿斯利康疫苗、中国科兴疫苗在内的
多款新冠疫苗。

菲卫生部 8 日报告，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9216例，累计确诊超过82.8万
例，累计死亡 14119 例。首都马尼拉
及邻近4个省份自3月29日起开始实
施更严格的防疫封锁措施，以应对新
冠疫情反弹。

菲律宾暂停菲律宾暂停6060岁以下岁以下
人群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人群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