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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候行动力度有多大？
外交部发言人用两个对比说明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者 郑明达 董雪）针对美国内有声
音质疑中国气候行动力度还不够大，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7日表
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去年中方接连宣示系列重大气候政策，
体现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
决心。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新政府已将应对气候变化
列为施政重点之一，宣布将重返《巴黎协定》。与此同时，美国国内
也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气候行动的力度还不够大，中方对此有何
回应？

赵立坚说，去年中方接连宣示系列重大气候政策，提出二氧
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目标和努力争取 2060年前
实现碳中和愿景，以及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四项新举措，包
括碳强度、非化石能源占比、森林蓄积量和风电、太阳能发电总
装机容量等。

“以上气候政策，是中国根据国情和能力作出的最大努力，展
现了《巴黎协定》所要求的‘反映尽可能大的力度’，体现了中国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是中国
为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作出的新贡献，获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他说。

“中国气候行动力度有多大呢？我给大家举两个简单的例
子。”赵立坚说，第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提出的
碳中和目标仅晚于主要发达国家 10年。第二，从时间跨度看，大
多数发达国家从达峰到作出 2050年碳中和承诺的所需过渡期约
为60年。中方承诺力争于2030年前排放达峰，努力于2060年实
现碳中和，计划从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约为30年。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60年和 30年的对比，突显了中方承
诺和行动力度之大。”赵立坚说，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付出极
其艰苦的努力。

他说，美国是全球历史第一排放大国和当前排放大国，前任政
府气候行动严重退步，退出《巴黎协定》，拒不承担减排出资义务，
严重削弱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和努力。中方期待美方
尽快弥补长达四年的断档和空缺，尽快在《巴黎协定》下提交有力
度的国家自主贡献和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让国际社会
感受到美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严肃性。

“真正实现《巴黎协定》目标，需要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和突破，
需要各国在多边框架下开展共同行动、深化合作，中方对话与合作
的大门永远敞开。”赵立坚说。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 27日致电马塞
洛·德索萨总统，祝贺他当选连任葡萄牙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去年以来，中葡关系经历疫情考验，传

统友好展现新生机，抗疫卫生合作迈出新步伐，务实合作续有新
进展。我高度重视中葡关系发展，愿同德索萨总统一道努力，推
动中葡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葡萄牙当选连任总统德索萨致贺电

普京与拜登通电话
新华社莫斯科1月26日电（记者 吴刚）俄罗斯

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 26日首次通电话，讨论了
双边关系发展及全球热点问题等。

据俄总统网站 26日发布的公告，普京在通话中
祝贺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他表示，鉴于俄美在维护
世界安全与稳定方面的特殊责任，两国关系正常化
符合两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利益。

公告说，两国总统对俄美当天就达成延长《新削
减战略武器条约》协议交换外交照会表示满意。俄美
双方将于近期完成延长该条约所需的所有必要程序。

公告说，两国总统还讨论了双边关系发展和一
些全球热点问题，其中包括两国在抗击新冠疫情和
经贸等领域的合作、美国单方面退出《开放天空条
约》、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以及俄方有关召开联合
国安理会五常峰会的倡议等。

另据美国白宫当天发表的声明，拜登和普京在
通话中讨论了两国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 5
年的意愿，同意双方团队应尽快在2月 5日前完成条
约的延长工作，并同意就一系列军控和新兴安全议
题展开战略稳定讨论。声明说，两国领导人同意继
续保持“透明且持续”的沟通。

当疫情成为“亿”情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疫情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6日 14
时 22 分（北京时间 27日 3时 22分），全球
累 计 确 诊 100032461 例 ，死 亡 2149818
例。记录显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呈加速
增长趋势，从疫情开始到 1000万用时超半
年，1000万到 2000万用时43天，间隔多次
缩短，从9000万到1亿仅用时16天。

“这是一个严峻和令人震惊的节点。”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
尔·瑞安日前在回答新华社记者关于全球
新冠病例过亿的问题时说。

去年 1月 30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
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
月 11 日宣布新冠疫情具有大流行特征。
此后，疫情在北半球夏季一度有所缓和，但
近来又出现反弹。

美国是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
的国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500万，死亡病例
超过 40万。在纽约，曼哈顿岛中部的时报
广场曾因汇聚各国游人被称为“世界十字
路口”，但疫情让该地区人流量一度骤减
80％以上，清冷的街道与拥挤的医院对比
鲜明。

公共医疗系统几近崩溃，医疗机构重
症病床满员、氧气瓶告急，众多患者等待床
位；商店、餐厅、影院等场所门可罗雀；超市
货架空空如也，大批货物因疫情无法及时
运抵，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这是在多
个疫情严重国家常见的场景。

人类的生存发展史就是一部与传染病
的“斗争史”。14世纪中叶，被称为“黑死
病”的鼠疫曾席卷欧洲，当地约三分之一人
口死于这场瘟疫；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
感，在全球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进入 21世
纪以来，寨卡、中东呼吸综合征等新型传染
病又不断对人类生命健康发起挑战。

作为近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
流行，新冠疫情影响范围之广、病亡人数之
多、抗击难度之大，历史罕见。

在历次“战疫”中，人类都会通过追踪、
隔离等公共卫生措施，加上疫苗、药物等手
段，最终控制疫情。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技
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克尔克霍夫日前在分
析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得失时举例说，欧
洲许多国家在去年夏天曾将相关数据指标
降到个位数，但由于到秋天后改变了防控
策略，特别是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人们交往
增多，导致病例数又迅速上升。但只要用
好各种疫情应对工具和措施，“新冠病毒可
以被控制”。

“下半场”有挑战更有希望

站在过亿节点展望全球“战疫”，既不
能忽视挑战和风险，更应看到希望和信心。

病毒变异无疑是当前全球关注的一大
挑战和风险。自去年 12月以来，英国、南
非、巴西等多国报告发现了不同版本的变
异新冠病毒。初步研究显示，英国发现的
变异病毒 VOC 202012／01传染性更强，
世卫组织报告全球已有至少 60个国家和
地区发现感染这种变异病毒的病例。南非
发现的变异病毒 501Y.V2 也已在多国现
身。变异病毒的传染性、所致疾病严重程
度、对诊疗和疫苗接种的影响等仍待进一
步研究，未来还可能出现更多变异。

“这就像足球比赛下半场的换人，”瑞
安说，“这会给病毒一些新能量，一些新动
力，这增加了你面临的挑战。”

“但这没有改变游戏规则，没有改变我
们为赢得胜利而需要做的事。”他强调，我
们仍然要采取各种防控措施，只是随着对
手力量的变化，更应加倍努力。

在抗疫“下半场”，人类需要面对的其
他挑战仍然不少。“禁足”“封城”等严格防
疫措施会极大影响经济民生，如何平衡防
疫与发展、如何避免人们因“抗疫疲劳”而
防控松懈等是横亘在多国面前的待解难
题。世界一些地方先前因经济形势所迫、

民众急盼回归正常生活等原因“带疫解
封”，致使本已控制住的疫情反弹。

挑战虽在，希望已现。史上首次，人类
在发现导致大流行病的病毒后一年内就研
发出疫苗。疫苗研发通常耗时数年，但在
去年年初科研人员分离出新冠病毒并完成
基因测序后，全球各界勠力同心，现已有多
款新冠疫苗获批使用。

截至目前，美国辉瑞制药公司与德国
生物新技术公司合作研发的疫苗、美国莫
德纳公司研发的疫苗、英国阿斯利康制药
公司与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俄罗斯
研发的“卫星V”疫苗，还有中国国药集团、
科兴公司等企业研发的疫苗已在多个国家
和地区启动大规模接种。

中国新冠疫苗在安全性、有效性等方
面表现良好，并且在可及性、可负担性等
方面具有优势，获得巴西、秘鲁、土耳其、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埃及等众多国
家青睐。

在巴西亚马孙雨林深处的一个小村
庄，68岁的蒂库纳族老人伊莎贝尔·塞泽里
奥本月 19日成为当地第一个接种中国新
冠疫苗的居民。“我太感谢这支疫苗了！”塞
泽里奥用蒂库纳语激动地说。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日前表示，世
卫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COVAX）”将在今年年内交付 20亿剂新

冠疫苗，“疫苗正给予我们结束这场大流行
的希望”。

共同命运需一心守护

面对新冠病毒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
各国人民生命健康从未如此休戚与共、紧
密相连，打赢全球疫情阻击战，需要强化全
球行动，深化全球合作。仍在肆虐的疫情，
呼唤大国主动担当、各国携手而行，共同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新冠疫情不会在乎国界，”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日前说，“世界要跑在病毒前
面只有一个方法——团结。”

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仅交
出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抗疫答卷，而
且以实际行动助力全球“战疫”。中国迄今
已向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抗
疫援助，为有需要的国家派出 36个医疗专
家组，积极支持并参与疫苗国际合作，为全
球抗疫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说：“疫情

发生后，中国第一时间发布新冠病毒基因

序列等信息，参与全球防疫科研工作，向其

他国家提供物资支持、分享抗疫经验，展现

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在全球病例数过亿之后的防疫“持久

战”中，国际合作尤需加强。面对北半球冬

季以来出现的疫情反弹等新情况，各国需

加强联防联控，共同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

对于疫苗的分配，各方应就疫苗可及性和

可负担性加强协调，以期尽快在全球达到

控制病毒传播所需的疫苗接种率；对于新

出现的变异病毒，全球科研人员需要携手

研究和分享信息，尽早找到克制之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医学

院教授斯蒂芬妮·斯特拉思迪指出，所有国

家必须共同抗疫，“我们的强壮程度取决于

最薄弱的环节”。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这

一刻显得尤为重要。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各国

议会联盟秘书长马丁·琼贡说，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是对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鼓舞，其

重要性必将被越来越多的实践所证明。

病毒没有国界，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

战胜疫情的最有力武器。只要团结一心，

人类终将走出至暗时刻，迎来“隧道尽头的

光芒”。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5日在

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

别致辞中所说：“寒冬阻挡不了春天的脚

步，黑夜遮蔽不住黎明的曙光。人类一定

能够战胜疫情，在同灾难的斗争中成长进

步、浴火重生。”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全球新冠病例过亿世界呼唤勠力同心
一亿！2021年伊始，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超过了这个严峻的节点。
无论是人口稠密的发达地区，还是地广人稀的偏远地带，从热带的太平洋

岛屿，到寒冷的南极考察站，新冠病毒已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
在与百年一遇大疫的战斗中，人类取得初步成效。当前，疫情远未结束，一

年来积累的“抗疫疲劳”、经济承压等问题还未缓解，病毒变异等新风险又开始
浮现。尽管如此，随着疫苗接种在全球各地推进，随着合作抗疫日益成为世界
主流声音，人们坚信：亿兆一心，“战疫”必胜！

2021 年
1月19日，在
巴西亚马孙
州塔巴廷加
市，医护人员
为一名原住
民接种中国
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华盛顿1月26日电（记者 刘品
然）美国国会参议院 26日投票批准前常务
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出任国务卿。

参议院当天以 78票赞成、22票反对的
投票结果批准了总统拜登对布林肯出任国
务卿的提名，所有反对票均来自共和党参
议员。

布林肯19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
的听证会上表示，拜登政府会对美国在伊
朗核问题、巴以问题、也门冲突以及军控问
题上的政策有所调整。

布林肯现年58岁，有近 30年外交工作
履历。布林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全程参与
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的决策，曾先
后担任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以及常
务副国务卿。

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还表决批准了拜
登对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的提名。

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布林肯出任国务卿

这是1月19日布林肯在美国华盛顿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听证会时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美国会参议院接手
特朗普“煽动叛乱”弹劾案

新华社华盛顿1月26日电（记者
孙丁 徐剑梅）美国国会参议院 100名
参议员 26日宣誓组成陪审团，正式接
手指控前总统特朗普“煽动叛乱”的弹
劾案。

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随后以
特朗普已卸任、参议院此时审理弹劾
案不符合宪法为由提出一项动议，要
求全院表决解除弹劾案，但未获通过。

据表决结果，50 名民主党人和 5
名共和党人认为参议院此时审理特朗
普弹劾案不违宪，余下 45名共和党人
包括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持对
立观点。美国《国会山报》文章认为，
这一表决结果预示参议院或没有足够
票数给特朗普最终定罪。

按照民主、共和两党此前达成的
协议，正式审理包括控辩双方陈述最
快于 2月 8日那一周开始。参议院将
在接下来两周时间里重点审议和批准
新任总统拜登的内阁提名人选等，同
时给特朗普更多时间组建律师团队和
准备辩护。

1月 6日，大批特朗普支持者突破
警察封锁，强行闯入国会大厦，正在举
行的 2020 年总统选举结果认证过程
被迫中断。混乱和暴力造成5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在国会骚乱前，特朗普
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各地支持者赴
华盛顿抗议，并在6日早些时候在白宫
外的示威集会上发表讲话。

众议院于 1月 13日表决通过一项

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煽动
叛乱”。当时距特朗普正式卸任美国
总统仅剩一周，他也成为美国历史上
首位两度遭众议院弹劾的总统。

根据美国宪法，众议院掌握弹劾
权，参议院则控制审理权。众议院通
过弹劾条款至少须简单多数支持，但
给被弹劾人定罪须至少三分之二的参
议员支持。

2019年 12月，特朗普首次遭众议
院弹劾。当时，由民主党人掌控的众
议院表决通过两项针对特朗普的弹劾
条款，正式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
会。参议院共和党人随后凭借席位优
势否决了这两项弹劾条款，特朗普当
时未被定罪免职。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
涉嫌贪腐被拘留

新华社比什凯克1月27日电（记者 关建武 努尔然）吉尔吉斯
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新闻局27日发布消息说，吉前总理阿布尔加
济耶夫因涉嫌贪腐已被拘留。

消息说，阿布尔加济耶夫任总理期间，违背国家和公民利益，
违反国家法律，非法获取高额资产。为了达到让非法收入合法化
的目的，他用虚假姓名在比什凯克、楚河州和伊塞克湖州登记购买
了昂贵的动产和不动产。他还参与投资，建造多所高档公寓住宅。

阿布尔加济耶夫 2018 年 4月被任命为吉尔吉斯斯坦总理，
2020年 6月辞职。阿布尔加济耶夫辞职前，有吉尔吉斯斯坦议员
透露，吉政府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了两个无线电频率，而这个
交易没有阿布尔加济耶夫的许可不可能完成。

恢复遵守伊核协议
伊朗促美国“先行”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27日说，一旦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其他签署方履行协议，伊朗将立即全面
遵守协议。

鲁哈尼当天在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一直说：重
新履行你们的承诺，我们便会在一个小时内履行我
们的全部承诺。”

鲁哈尼说，是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而非伊朗，美
国“亏欠我们”，而不是伊朗亏欠美国。

德新社解读，这番话是对美国新政府先前就伊
核协议表态的回应。约瑟夫·拜登领导的美国新政
府认为，美方不急于重返伊核协议，伊朗严格遵守协
议是启动与美国重返协议相关谈判的前提。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 22日
说，伊朗拒绝对伊核协议作任何修改，强调美国政府
应该先解除制裁。

新华社特稿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牢记历史
防止仇外情绪卷土重来

新华社联合国1月26日电（记者 王建刚）1月 27日是“国际大
屠杀纪念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日在为该纪念日录制的
视频讲话中，呼吁国际社会牢记历史，特别要关注新冠疫情所暴露
的长期存在的不公正，同时防止反犹主义和仇外情绪卷土重来。

古特雷斯表示，必须果断采取行动，严防新纳粹分子和白人至
上主义者乘疫情之机，攻击少数族裔，否认、歪曲甚至改写包括纳
粹大屠杀在内的历史。他强调：“在我们缅怀纳粹大屠杀受害者之
际，我们对他们最好的致敬是创造一个人人享有平等、公正和尊严
的世界。”

1945年 1月 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波兰境内的奥斯威辛集中
营。2005年 11月 1日，第 60届联大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由 104
个国家共同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决定将每年的 1月 27日定为

“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印尼默拉皮火山剧烈喷发
火山灰柱高达3000米

新华社雅加达1月27日电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 27日说，
印尼爪哇岛中部的默拉皮火山当天剧烈喷发，喷出的火山灰柱最
高约3000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国家抗灾署发言人拉迪提亚·贾迪在一份声明中说，默拉皮火
山自1月初开始喷发，目前已进入溢流式喷发阶段，不断有熔岩从
火山口涌出，并伴随大量火山灰柱。从27日零时至 14时，该火山
共喷发了36次，喷出的火山灰随风向西南方向飘散。

声明说，大量火山灰将飘落在火山周围城镇形成“火山灰雨”，
当地百姓应尽量待在家里，同时采取措施保护好水井和水源不受
火山灰污染。

声明还说，目前默拉皮火山的警戒级别为第三级，仅次于最高
级别，距离火山口5公里的周围地区被定为禁区。

默拉皮火山海拔2968米，是印尼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这座火
山最近一次猛烈喷发是在2010年，造成300多人死亡。

这是1月27日在印度尼西亚日惹拍摄的喷发的默拉皮火山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