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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 成欣
许可）针对美、英、德等国与“人权观察”

“大赦国际”等非政府组织近日举办视频
会议炒作涉新疆谎言一事，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 13日表示，这几个国家纠集几
个反华组织和反华人员不断自编自导自
演政治闹剧，最终只会自取其辱。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
问时表示，美国、英国、德国等伙同个别
非政府组织，基于谎言和政治偏见，妄借
联合国名义举办所谓中国新疆人权状况
的视频会议，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
反对。这个会议充斥着无耻谎言和虚假
信息，是美国等少数国家的又一次没有
下限的拙劣表演和彻头彻尾的政治闹
剧。事实上也遭到了广大联合国会员国
的坚决抵制。

“这几个国家总是试图充当人权教师
爷，但其自身人权问题劣迹斑斑，罪行累
累。他们对中国做出的种种虚假指责，
其实都是他们自身历史罪行和劣迹的反
映以及黑暗心理的映射。”华春莹说。

华春莹指出，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
人进行系统性种族清洗和大屠杀，犯下
了罄竹难书的种族灭绝罪行和反人类
罪。从 19世纪至 20世纪 70年代，美政
府将大量印第安儿童送进寄宿学校，可
说是“集中营”的鼻祖。夏威夷大学历史

学教授指出，美国对印第安原住民实施
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种族灭
绝。普利策奖获奖作家约翰·托兰在其
著作《希特勒传》中写道，“希特勒说，他
建立集中营的想法和种族灭绝的做法大
部 分 源 于 他 对 英 国 和 美 国 历 史 的 研
究”。时至今日，种族主义在美国仍是全
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存在。美国前总
统奥巴马曾说，种族歧视存在于美国生
活的各个制度中，影响深远，仍是美国基
因的一部分。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长杰
伊·约翰逊表示，如果定义足够宽泛的
话，可以认为美国的每个机构都存在着
系统性种族主义。美国口口声声关心穆
斯林人权，但世界上杀害穆斯林最多的
国家恰恰正是美国及其帮凶。美国在伊
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等国以“反
恐”之名发动军事战争，造成了上百万穆
斯林民众死亡、几千万穆斯林流离失
所。“美国对人权的关心在哪里？”

她说，英国在数百年殖民期间在世
界各地犯下无数屠杀罪行。在南非的世
界上第一个集中营就打下了大英帝国的
可耻烙印。英国军队在伊拉克、阿富汗
等地滥杀无辜，实施酷刑，而肇事者却受
到政府包庇，依旧逍遥法外。“英国对人
权的关心在哪里？”

华春莹说，德国殖民军上世纪初在

纳米比亚杀害 10万以上土著民，被联合
国人权委员会称为“20世纪第一场种族
灭绝”。二战期间，德国对 600 多万犹
太人实施大屠杀。“德国对人权的关心
在哪里？”

华春莹说，这几个国家对自身历史和
现实中存在的人权劣迹和罪行不仅不做
深刻反省，反而对中国进行毫无底线的造
谣抹黑，充分暴露出他们道貌岸然的虚伪
面目。“如果他们真的关心人权，为什么不
邀请真正的新疆民众参加？为什么不对
本国存在的严重种族歧视政策和行为进
行深刻反思并切实改正？为什么如此漠
视国内死于疫情的上百万民众？”

她说，如果他们真的关心人权，就应
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本国国内每
一个少数族裔都能够自由呼吸；就应该
立即停止在海外军事行动中滥杀无辜并
追究肇事者责任，对受害国和受害国民
众做出深刻道歉；就应该立即确保疫苗
全球公平分配。

华春莹指出，这场会议的参与者不
是反华机构就是反华专业户。这几个西
方国家宁愿相信几个人编造的谎言，却
不愿听取 2500多万新疆各族人民和 14
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宁愿配合少数
反华势力的拙劣表演，却不愿正视新疆
地区发展进步的基本事实，这更加戳穿

了他们所谓民主、人权的虚伪面目，暴露
出他们妄图制造所谓“新疆人权”问题达
到以疆乱华、以疆制华、遏制中国的目
的，以及转移视线、掩盖他们历史和现实
人权罪行、掩盖国内治理无力和应对疫
情无能的意图。

“至于有人说‘如果中方没有什么隐
瞒，为什么不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试问，如果
有人对你诬陷栽赃，然后蛮横无理地要
求你无条件敞开大门、任凭他们去你家
里翻箱倒柜，你能同意吗？这无关事实，
关乎主权和尊严！我们欢迎所有不带偏
见的各国人士访问新疆，但坚决反对基
于谎言谣言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式的所
谓‘调查’，坚决反对以所谓人权为借口
干涉中国内政，坚决反对通过炮制所谓

‘涉疆问题’破坏中国稳定、遏制中国发
展。”华春莹说。

华春莹说，中国有一句古诗，两岸猿
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发展
壮大的步伐、中国新疆稳定发展的步伐
岂是这几个国家、这几个人的拙劣表演
所影响得了的。“我们希望并相信国际社
会越来越认清这些人的本质，不被别有
用心的鼓噪蒙蔽误导。这几个国家纠集
几个反华组织和反华人员不断自编自导
自演政治闹剧，最终只会自取其辱。”

外交部回应美政府延长涉华为禁令：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 成欣 许可）针对美国政府延长一项

涉及华为的禁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3日表示，中国政府将坚定维
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拜登政府延长了前总统
特朗普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禁止美国公司使用其认为对美国国家安
全构成威胁的公司所生产的电信设备，比如华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已就此多次表明严正立场。美国不断诋毁抹黑华
为和其他中国电信企业，但迄未拿出任何真凭实据证明华为等中国企
业对美和其他国家构成安全威胁，所谓“国家安全”不过是美对中国高
科技企业实施“国家霸凌”的拙劣借口，是一出贼喊捉贼的肮脏戏码。
众所周知，美国频频被曝出“棱镜门”“怒角计划”等全球窃听丑闻，甚至
连自己盟国都不放过，这表明美国才是地地道道的“黑客帝国”“窃听帝
国”，是不可靠、不可信的，是可耻的、肮脏的。

华春莹指出，美国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
段打压中国企业，是对美方自己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的否定。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损害美国企业的
利益，严重干扰两国乃至全球正常的科技交流和贸易往来，对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造成破坏。

“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企业的诬蔑抹黑和无理打
压，公平、公正、非歧视地对待中国企业。中国政府将继续坚定维护中
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她说。

新华社联合国5月12日电 中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 12日就美国、英
国、德国伙同个别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举
办所谓中国新疆人权状况边会表示强烈
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这场边
会充斥着谎言和虚假信息，是美国等少
数国家的又一次拙劣表演，进一步暴露
了它们以疆制华、搞乱中国的政治图谋，
遭到了广大会员国的坚决抵制，是一场
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发言人强调，这场会议充满政治动
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口头讲的是“新疆
人权”，心里想的是“以疆制华”；先作“有
罪推定”，再去编造证据。这套把戏在世
界上已经表演了多次。

发言人指出，美国等会议合办方根
本不关心新疆人权状况。 1990 年至

2016 年底，新疆发生了数千起暴恐事
件。那时候美国等少数国家对新疆人权
漠不关心，对恐怖分子滥杀无辜坐视不
理。如今，在中方积极努力下，新疆 4年
多再未发生暴恐事件，社会安全稳定，人
民安居乐业。这些国家反倒说“新疆人
权状况恶化”了。这是何等荒谬！事实
就摆在面前：新疆 300多万贫困人口已
经全部脱贫；建有 2.4万多座清真寺；使
用 7种语言开展中小学教育，5种少数民
族语言播出电视广播节目。面对新冠疫
情，新疆人口 2500 多万，累计确诊 980
例，治愈 977例，死亡 3例。没有人的生
命权和发展权，何谈人权？这些国家有
什么资格批评新疆人权状况？

发言人表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
绝”“强迫劳动”“系统性性侵与虐待”等

都是谎言。种族灭绝是公认的严重国际
罪行，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资格
和权力随意认定。过去 40多年来，新疆
维吾尔族人口从 555 万人上升至 1280
万人，增长了一倍多，哪来的“种族灭
绝”？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 70％，
采棉花工作机会少、报酬高，竞争激烈，
哪里需要“强迫劳动”？中国是世界上最
安全的国家，任何刑事犯罪、职务犯罪都
会受到法律严惩，所谓“系统性性侵与虐
待”不仅是造谣，更是无耻。

发言人指出，应该反思的恰恰是会
议主要合办方。是美国，基于谎言在伊
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发起战争，大规模
杀害穆斯林。是英国，数百年殖民期间
在世界各地犯下无数屠杀罪行。是德
国，在二战期间对 600多万犹太人实施

大屠杀，给世界留下了“种族灭绝”的可
怕遗产。这些国家犯下的恶行，世界不
会忘记。

发言人指出，新疆是个美丽的地方，
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中国
在涉疆问题上立场坦荡光明。今年3月，
64国在人权理事会作共同发言，支持中
国新疆政策。过去几年有 100多个国家
的1200多名外交官、记者、学者等参访新
疆。我们欢迎所有人访问新疆，但反对基
于谎言和有罪推定式的所谓调查。

发言人强调，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
何国家、任何势力、任何人借新疆问题干
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发展的决心坚定
不移。如果有人想要“以疆制华”、搞乱
中国，这种图谋不会得逞，注定失败。

外交部回应个别国家炒作涉疆谎言：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

美西方涉疆边会就是一场政治闹剧

商务部回应中美近期
是否举行经贸会谈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 于佳欣 王雨萧）针对美国贸易代表
称近期或与中方贸易官员会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3日回应，中
方已注意到这一情况，如有进一步情况，会及时发布。

高峰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关于关税问题，中方态
度十分明确，单边加征关税措施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不利于世
界。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
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合理关切。

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美国将小米移出“黑名单”，高峰表示，已注
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始终认为，撤销制裁限制措施、停止打压中国企
业，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世界。

据新华社哈瓦那5月12日电（记者 朱婉君）作为古巴疫情最严
重的地区，首都哈瓦那12日启动该国自主研发的候选新冠疫苗“阿
夫达拉”和“主权02”的接种工作。

70岁的哈瓦那市民罗兰多·佩雷格林当天注射第一剂“阿夫达
拉”后告诉记者，古巴当前疫情形势依然复杂，本土新冠疫苗为民众
抗疫带来了希望。

古巴公共卫生部 12 日表示，即日起至 8月，哈瓦那将有超过
170万人陆续接种“阿夫达拉”和“主权02”。从 5月中下旬起，圣地
亚哥、马坦萨斯等其他疫情较为严重的省份也将开始接种这两款候
选疫苗。

据古巴媒体报道，古巴正同时研发 5款候选新冠疫苗，其中“主
权 02”和“阿夫达拉”有望成为拉美地区最先投入使用的自主研发
新冠疫苗。据古巴公共卫生部 12日公布的数据，古巴累计新冠确
诊病例119375例，累计死亡病例768例。

英国研究人员开发
新冠病毒传播早期预警系统

新华社伦敦5月12日电（记者 张家伟）英国爱丁堡大学12日发
布消息说，他们正与格拉斯哥大学、斯特林大学等机构合作开发一
个新冠病毒传播早期预警系统，从而帮助公共卫生部门预测病毒传
播情况，提前预防，避免病毒大范围传播。

据爱丁堡大学介绍，这个系统将基于苏格兰当地卫生机构提供的
新冠疫苗接种、新冠病毒检测、新冠确诊病例等数据，以及当地环境部
门和自来水公司提供的废水监测数据，综合评估病毒的传播状况。

该校表示，对废水的监测主要是分析其中来自新冠病毒的遗传
物质，这有助分析哪些地方的病毒传播在加剧或缓解，帮助相关部
门更好地了解病毒总体分布以及流行的区域。

研究人员称，该项目将帮助鉴定潜在的新冠病毒热点地区，预测医
院和重症监护病房的紧张程度，并为疫苗接种提供更有针对性参考。

这是5月12日拍摄的位于法国圣雷米－莱谢夫勒斯
的居里夫人故居外部景观。

法国著名波兰裔科学家居里夫人（玛丽·居里）位于
巴黎附近的一处故居出售的消息传出后，波兰政府表示
打算买下这处房屋，将其修缮后改为博物馆。新华社发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接受调查

波兰政府欲购买居里夫人
法国一处故居改为博物馆

准备地面行动

以军在边境集结作战部队
5 月 13

日，加沙地带
拉法的一栋
建筑遭以军
空袭后升起
浓烟。

新华社发

古巴首都开始接种
本土候选新冠疫苗

5月12日，
古巴哈瓦那一
名老人展示新
冠 疫 苗 接 种
卡。 新华社发

俄美外长本月将在冰岛会晤
新华社莫斯科5月12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12日发布消息说，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通电话，双方商定本月
20日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单独举行会晤。

消息说，拉夫罗夫与布林肯当天讨论了俄美在北极理事会框架下
的合作以及俄罗斯接任北极理事会主席国的问题。双方商定 20日在
雷克雅未克举行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期间单独举行会晤，讨论双
边和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

新华社维也纳5月12日电（记者于涛）奥地利总理库尔茨12日表示，
自己正接受奥地利经济与腐败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但他不会因此辞职。

库尔茨在当天内阁会议前宣布，他与其幕僚长博内利因涉嫌向负
责调查“伊维萨岛丑闻”的议会委员会提供虚假陈述，现已被经济与腐
败检察官办公室列为犯罪嫌疑人接受调查。

据奥地利媒体报道，在接受关于奥地利国家投资公司一项重要人事
任命问题的质询时，库尔茨的回答是“不知情”，而反对党对照其他材料得
出的结论是库尔茨“知情”，因而向经济与腐败检察官办公室提出指控。

库尔茨表示，他刚刚被告知初步调查程序，但即使经济与腐败检察
官办公室提起刑事诉讼，他也不会辞职。

据媒体报道，2019年 5月在西班牙伊维萨岛一处豪华别墅内，时
任奥地利副总理和自由党主席的施特拉赫涉嫌与俄罗斯富商“利益输
送”的视频曝光而被迫辞职。时任总理库尔茨随即宣布结束人民党和
自由党的执政联盟，提前举行大选。之后库尔茨因议会通过对其不信
任案遭罢免。在2019年 9月提前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人民党获胜
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党，之后库尔茨再次出任总理。

5月 12日，
奥地利总理库
尔茨在维也纳
出席内阁会议
前发表讲话。

新华社发

以色列军方一名发言人
13 日说，以方已经在靠近加
沙的边境地带部署作战部队，
并处于“地面行动准备的各种
阶段”。

路透社报道称，以方这一
举 动 令 人 联 想 起 以 色 列 在
2014年加沙战争和 2008年至
2009 年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
中的类似举动。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
尼亚胡 13日说，将继续采取行
动打击加沙地带的伊斯兰抵抗

运动（哈马斯）和其他巴方武
装。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
梅尔·哈尼亚则说：“与敌人的
对抗无止境。”

巴以冲突持续升级引发局
势失控的担忧。美国向这一地
区派遣特使，寻求给局势降温，
但目前没有取得进展。俄罗斯
外交部 13日说，俄罗斯外长同
埃及外长当天就巴以局势交换
意见，承诺一道努力，推动冲突
双方直接谈判。

自斋月以来，巴以双方多

次发生冲突。巴勒斯坦民众与
以色列警察 10 日再度在耶路
撒冷老城圣殿山（穆斯林称“尊
贵禁地”）爆发严重冲突，致
300余人受伤。

冲突自 10 日晚升级。截
至 13日，加沙地带巴方武装向
以方发射超过1600枚火箭弹，
以方对加沙地带巴方武装目标
发动 600 多次空袭，打死多名
高级指挥官。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自冲突升级以来，加沙地
带至少 83人死亡，人员伤亡令
在新冠疫情期间承受巨大压力
的医院雪上加霜。加沙地带卫
生部门说，有几人疑似因吸入
毒气而死亡，调查正在进行，尚
未得出结论。

以色列军方说，7 名以色
列人死于火箭弹袭击，包括一
名士兵和6名平民。

安全起见，多家国际航空
运营商暂停飞往以色列的航
班，包括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美
国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和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巴以冲突导致以色列境内
多座城市爆发阿拉伯人与犹太
人之间的冲突。《耶路撒冷邮
报》13 日报道，以色列国防部
长本尼·甘茨下令召集 10支边
境警察部队，部署在全国各地，
以平息境内冲突。迄今，以色
列全国超过370人遭逮捕。

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
呼吁结束这种“疯狂状态”。“我
们受到了针对我们公民和街道
的火箭弹威胁，而我们还忙于
一场毫无意义的内战。”

新华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