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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美国是这样侵犯人权的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

3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记

者吴晶 贾钊）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4

日发表 《2018 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

《2018 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对美国

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揭露。

人权纪录分为导言、 公民权利屡

遭践踏、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贫富分化

日益严重、种族歧视变本加厉、儿童安

全令人担忧、性别歧视触目惊心、移民

悲剧不断上演、单边主义不得人心，全

文约 1.2 万字。 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全

文 1 万余字。

人权纪录说 ， 当地时间 3 月 13

日 ，美国国务院发布 《2018 年国别人

权报告》，继续对世界上 190 多个国家

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抹黑污蔑，而对

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却置若罔

闻、视而不见。 如果人们对 2018 年美

国的人权状况稍加检视便不难发现，

自诩为“人权卫士”的美国政府，其人

权纪录依然是劣迹斑斑、乏善可陈，其

奉行的人权双重标准昭然若揭。

人权纪录指出，2018 年美国共发

生涉枪案件 57103 件， 导致 14717 人

死亡 、28172 人受伤 ， 未成年人死伤

3502 人。 2018 年美国发生 94 起校园

枪击案，共 163 人伤亡，是有记录来校

园枪击案数量最多、伤亡最重的一年。

根据人权纪录， 美国沦为贫富分

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 美国 1%的最

富有人群拥有全国 38.6%的财富 ，而

普通民众的财富总量和收入水平持续

下降。 近半美国家庭生活拮据，1850

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非洲裔的贫

困率是白人的 2.5 倍， 失业率长期维持

在白人的 2 倍左右。

人权纪录指出， 美国移民政策致使

骨肉分离。美国政府 2018 年 4 月开始实

施“零容忍”政策，导致至少 2000 名移民

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 边境执法人员虐

待、性侵未成年移民案件数量惊人增长。

人权纪录称， 美国网络监控司空见

惯。 美国政府的“棱镜”项目 24 小时运

行，未经授权恣意对公民的邮件、脸书消

息、Skype 网络通话等进行监听监控。

人权纪录强调， 美国悍然退出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大西洋月刊》分析认为，

美国此举最阴险的意图是为了防止自身

受到侵犯人权的指控。

3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记者

胡浩 杨慧 ）《2018 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

指出，美国 2018 年的中期选举竞选开销

巨大，选举沦为金钱游戏，“黑钱”和腐败

现象严重，政治人物腐败案件屡见不鲜，

政府成为富豪代言人。

人权纪录说 ， 美国政治响应中心

2018 年 11 月指出， 此次中期选举共花

费 52 亿美元， 比 2014 年增长 35%，是

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中期选举。

英国《卫报》报道，公众普遍认为

美国选举是腐败的，国会议员被企业、

富人和特殊利益集团俘获。 赢得一个

参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为 1940 万美

元。 选举中存在大量“以金钱换选票”

的舞弊现象。

根据人权纪录， 美国政府成为富

豪代言人， 政治人物腐败丑闻层出不

穷。联合国报告指出，美国内阁成员的

财富总额达 43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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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记者

胡浩 王爱华 ） 《2018 年美国的人权纪

录》指出，美国校园枪击案高发，校园暴

力广泛存在，政府对侵犯、虐待儿童的行

为监管不力，儿童人身安全、身心健康和

生存环境令人担忧。

人权纪录说， 2018 年是自 1970 年

有记录以来美国校园枪击事件发生数量

最多的年份 ， 也是造成伤亡最严重的

一年。

根据美国国土防御和安全中心以

及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发布的数据，

2018 年已发生 94 起校园枪击案 ，共

有 163 人伤亡，超过了 1986 年创下的

伤亡 97 人的最高纪录 。 2017—2018

学年， 美国校园暴力事件数量比上一

学年增长了 113％。 针对 27 个州超过

16 万名中学生的调查显示，近 40％的

初中生和 27％的高中生受访者表示

曾经遭受校园欺凌。

”会反对无协”“脱欧”，将表决是否延迟“脱欧”

当地时间 3 月 13 日晚，英国议会下

院以 312 票赞成 、308 票反对的微弱优

势反对英国在任何情况下无协议 “脱

欧”。 14 日，议会将就是否延长《里斯本

条约》第 50 条进行表决，以延迟“脱欧”

期限。

13 日晚议会投票前， 特雷莎·梅在

发言时表示， 她将投票反对无协议 “脱

欧”。 特雷莎·梅坚持英国仍然可以在有

协议下的情况下离开欧盟。由于在 11 日

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经过了长达 11

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 声音依然嘶哑的

特雷莎·梅说：“我的声音今天或许发不

出来，但我了解这个国家的声音。 ”

投票结果出炉后， 工党领袖科尔宾

表示，延迟“脱欧”已经不可避免，议会现

在必须控制住英国的“脱欧”进程，工党

将举行跨党派协商， 寻找一个能获得广

泛支持的妥善方案。

根据此前的安排，14 日英国议会下

院将针对是否延迟“脱欧”进行投票。 如

果议会决定延迟“脱欧”，英国政府将会

向欧盟提出请求，并执行改变“脱欧”日

期所需的相关立法。

针对“脱欧”日期，英国议会发言人

13 日表示， 英国政府或于 14 日提议将

英国“脱欧”日期推迟到 6 月 30 日。不过

欧盟并不赞同这个时间点。 欧盟委员会

主席容克表示，如果英国“脱欧”日期要

拖到 5 月后， 英国就必须参加欧盟 5 月

23 日至 26 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 ，因

此他希望英国能在这个期限前“脱欧”。

”尔帕斯在提名最后期限前仍是唯一有影响候选人

3 月 14 日是世界银行新任行长人

选提名的最后时限。据彭博社报道，目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荐的前财政部副部长

戴维·马尔帕斯是唯一有影响的提名人，

领导世行的可能性很大。

虽然存在各国秘密提名的可能性，

但到目前为止， 没有国家公开推出候选

人与马尔帕斯角力， 这为世行执行董事

会未来几周任命他为行长铺平道路。

前任行长与特朗普分歧
严重提前辞职

特朗普上月提名马尔帕斯为行长候

选人。在提名仪式上，特朗普对马尔帕斯

盛赞是“出众的人”“备受尊敬的人”。 他

强调马尔帕斯与他共事多年， 在金融方

面长期支持自己，“我确信没有比他更好

的人选来领导世界银行”。特朗普在提名

仪式上还强调，美国是世行的最大股东，

美国在世行的投资应当符合美国利益，

维护美国价值。

下任行长将由代表 189 个成员国的

世界银行 25 人执行董事会选举产生，任

期 5 年。该行董事会曾表示，希望在 4 月

12 日开始的华盛顿春季会议之前任命

下任行长。

今年 1 月 7 日， 世行前行长金墉宣

布辞职。金墉 2 月 1 日卸任后，世行首席

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担

任世行临时行长。分析指出，金墉在第二

个任期还剩 3 年的背景下辞职， 原因是

特朗普政府与世行分歧上升。 特朗普认

为世行规模过大、 不愿削减对发展中国

家资金。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宣布退出

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而世行则一直支持

气候变化议题。 2018 年，世行向发展中

国家的环境相关项目提供了 205 亿美元

资金， 并成立庞大机构研究全球变暖对

贫困的影响，这使特朗普政府极为不满。

民主党阵营称其缺乏领导力

马尔帕斯现年 63 岁，被提名前担任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 过

去两年多来， 马尔帕斯代表美国出席了

20 国集团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会议等国际经济会议。

美国财政部网站显示， 马尔帕斯曾

在里根政府中担任负责发展中国家事务

的财政部副助理部长， 之后在老布什政

府中担任负责拉丁美洲经济事务的副助

理国务卿。 马尔帕斯被普遍认为是特朗

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支持者， 在减税

和放松对企业的管制等议题上坚定支持

特朗普。 特朗普 2016 年竞选总统时，马

尔帕斯担任他的经济顾问。

有分析人士质疑这一提名， 并认为

提名可能会遭到其他世行成员的反对。

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内的批

评人士对这一选择提出质疑， 指出马尔

帕斯对国际合作持怀疑态度。

几天前，特朗普在 2016 年总统大选

中的对手、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竞

选团队经理波德斯塔在《华盛顿邮报》撰

文，强烈反对马尔帕斯出任世行行长。波

德斯塔称， 世行执行董事会于今年 1 月

发表的行长资质中，第一条就是“得到验

证的领导力记录”，而马尔帕斯的经历证

明其欠缺领导力和预见力 。 比如 2007

年，就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夜，身为贝

恩资本首席经济学家的马尔帕斯在 《华

尔街日报》上撰文称“无需为信贷市场担

心”。 波德斯塔还强调，世行行长一直由

美国人出任的传统应当改变， 行长应当

由拥有更丰富“全球发展经验”，对加强

多边主义更有信念的人担任。

被提名后语气变得温和

但自从被提名以来， 马尔帕斯的语

气变得温和起来。《纽约时报》报道称，在

近期与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

人的会面中，马尔帕斯称，成为世行行长

后，他将不仅是美国总统的代表，更将寻

求所有会员国的共识。马尔帕斯表示，在

气候变化及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等主要问

题上，他将“保持世行政策的连续性”。马

尔帕斯还强调他是世行去年一揽子改革

方案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根据该方案，

世行将获得 130 亿美元的增资， 并将把

更多贷款重点放在低收入国家。

根据美国与欧洲达成的非正式协

议，世行行长一直是美国人，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总裁一直是欧洲人。 一些专家

呼吁世行打破传统，任命一名非美国人，

以承认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日益增长

的影响力，以及展现世行对发展的关注。

（本报华盛顿 3 月 14 日专电）

X着特朗普一声令下，美国 13 日

宣布波音 737 MAX 系列客机停飞

令。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声明，停飞

决定基于最新收集的证据以及 13 日

上午获得的 “经过最新处理的卫星数

据”。但该机构没有透露是哪些新证据

促使其态度发生 180 度的大转变。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

国飞行员曾在一个联邦数据库中至少

5 次就 737-8 客机提出抱怨， 有两个

飞行员称驾驶该型客机时出现意想不

到的俯冲情形，其中一人写道，打开自

动驾驶模式后的 2 到 3 秒内客机会掉

头向下， 触发客机安全系统警告响起

“不要下降、不要下降”。还有飞行员抱

怨联邦航空局和波音处理问题的方式。

对于前几天美国拒绝停飞波音客

机，美国《消费者报告》杂志航空问题顾

问比尔·麦吉评价道，联邦航空局想要讨

好飞机制造商， 该部门在飞行安全问题

上本该更加主动。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交通部长

雷·拉胡德说：“公众指望政府对飞行安

全负责，而这就是交通部的职责。 ”他回

忆道，2013 年， 波音 787 客机出现锂电

池组过热问题后， 美国交通部颁布停飞

令，该型客机X后停飞 3 个月左右。

曾担任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

席的詹姆斯·霍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

评论文章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 2005 年

美国联邦航空局的监管方式发生重大变

化。该机构不再提名和监管自己“任命的

适航代表”，而允许波音和其他制造商选

择自家雇员来认证飞机安全性。 为了给

这一改革正名，该机构当时说从 2006 年

到 2015 年将给航空业节省大约 250

亿美元，“这种行业自我认证是令人担

忧的举动”。

这次全球性停飞对波音的声誉造

成重大打击。 波音先在 12 日说，“对

737 MAX 系列客机的安全性充满信

心”。 但面对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不满，

波音还是不得不在 13 日表态支持停

飞。 新华社记者 周舟 孙丁
（3新华社华盛顿 3 月 13 日电）

埃航空难3天后才决定停飞737 MAX，对于这一迟到决定美媒称———

当地时间 13 日，美国决定暂时停

飞全部 737 MAX 系列飞机。 美国媒

体评论认为，10 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

司坠机事件发生后，中国在 11 日成为

全球第一个停飞所有波音 737 MAX

8 飞机的国家， 此后全球数十个国家

跟进， 而美国直到 13 日才发出停飞

令， 这表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不再

是全球民用航空领域决定 “适航”与

“不适航”的唯一权威机构。

政府关门影响波音更
新飞机软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 13 日签发一项

行政命令， 要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停飞美国境内所有波音 737 MAX 客

机。当天早些时候，加拿大政府也做出

了同样的决定。

特朗普 13 日下午在白宫表示，美

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至关重

要， 他签署的紧急行政命令要求在美

国境内停飞所有波音 737 MAX 8 和

737 MAX 9 客机，美国航空公司和国

际航空公司的所有上述机型飞机都不

能在美国境内飞行。

X后，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正式

下令暂时停飞美国境 内 波 音 737

MAX 飞机，已经在空中飞行的受禁飞

机将在到达目的地后停飞。 美国境内

航空公司中，西南航空、美国航空和美

联航受此禁飞令的影响最大。 据波音

公司官方网站数据，截至 2 月底，上述

三家航空公司分别拥有 31 架 、24 架

和 14 架禁飞机型。

最近 5 个月内， 波音公司的 737

MAX 飞机在国际上发生两次空难。 3

月 10 日， 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波音

737 MAX 8 飞机发生坠机空难，机上

157 人丧生。 去年 10 月 29 日，印尼雄

狮航空的波音同一机型飞机起飞后不

久就发生坠海，机上 189 人遇难。埃航

空难发生后 ， 基于业内人士对波音

737 MAX“异常俯冲 ”现象的观察和

担忧，全球 20 多个国家陆续暂时停飞

了波音 737 MAX 飞机。 但美国此前

一直坚称波音 737 MAX“适航”,美国

交通部长赵小兰此前不仅拒绝采取禁

飞措施，还于 12 日下午乘坐 737 Max

8 飞回华盛顿。

波音公司在 13 日发表的一份书

面声明中表示， 公司对 737 MAX 飞

机持有充分的信心， 但在与美国联邦航

空管理局、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各国航

空管理部门和客户沟通后， 公司谨慎起

见， 决定建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临时

禁飞该机型，以消除公众的疑虑。

13 日早些时候 ， 加拿大宣布停飞

737 MAX 客机并表示， 卫星数据显示，

最近两起 737 MAX 空难有相似之处 。

波音日前承诺将在 4 月底之前为投入使

用的所有 737 MAX 飞机更新软件 ，以

消除当前存在的自动驾驶系统的异常情

况。《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波音公司的这

个软件更新早在今年 1 月就应该推出

了， 但因为美国联邦政府在去年底今年

初临时关门 35 天，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与波音公司就软件更新应涉及范围等问

题的讨论也因此被拖延了一个多月。

中国在安全飞行方面获
全球认可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境内十

几家运营商共有 96 架波音 737 MAX 8

飞机，在中国下令停飞这些飞机之后，埃

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蒙古、摩洛哥和

新加坡的航空管理机构以及拉丁美洲和

韩国的运营商迅速跟进。 尽管美国联邦

航空管理局此前发布了一份支持 737

MAX 适航性的声明， 但欧盟仍在 12 日

停飞了该机型，此后至少还有 10 个国家

跟进实施了同样政策。

文章引述中国官员和飞行员的话

称， 去年 10 月， 一架波音 737 MAX 8

飞机在印尼坠毁后， 美国官员和波音公

司对于中国就 737 MAX 8 安全性提出

的疑问含糊其辞。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李

健对媒体表示：“我们面临着飞行员敢不

敢飞、 能不能飞的不确定性……由于美

方一直很难下定决心， 民航局只得率先

作出停飞该机型的决定。”文章还引用一

位澳大利亚航空专家汉斯福德的话说，

“中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率先采取行

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不太愿意对

美国主要制造商采取强硬措施”。

《洛杉矶时报》网站 13 日刊文称，美

国长期以来的盟友加拿大、英国、澳大利

亚等国先于美国禁飞波音 737 MAX 8

飞机，这冷落了几十年来定义“适航”

和“不适航”的权威机构———美国联邦

航空管理局。 新西兰、阿联酋、越南等

国家的陆续跟进， 使得中国本周一做

出的该机型可能不安全的判断更为合

理。 文章认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

可信度正面临考验。

文章认为， 中国正在全球航空领

域获得影响力。最近的事件表明，作为

监管者， 中国正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

理局和欧盟航空安全局所享有的权

利， 中国在确定飞机何时可以安全飞

行问题上正在得到全球的认可。

《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13 日刊文

称 ， 中国在全球停飞波音 737 MAX

飞机的事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中国的大胆决定标志着在全球商业航

空领域， 中国对其监管机构权威性的

信心达到了一个新层次。 中国停飞波

音 737 MAX 飞机的决定的理由是充

分的，中国看起来更像一个负责任的、

在乎安全的天空守护者。

（本报纽约 3 月 14 日专电）

3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 （记者

黄玥 程卓 ）《2018 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

指出，美国推卸国际责任，肆无忌惮地推

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不断上

演“退群”戏码，恃强凌弱，海外军事行动

导致人权灾难， 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谴责

的“麻烦制造者”。

人权纪录指出， 美国不顾多年来国

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呼吁， 违背承诺继

续运行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监狱。 大部

分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人都未经

审判。据《洛杉矶时报》网站报道，一名

被误认为是极端主义分子的巴基斯坦

人， 未经审判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

长达 14 年之久，屡遭酷刑折磨，身体

和精神遭受严重损害。

人权纪录援引联合国统计数据，

2018 年前 9 个月美国在阿富汗的空

袭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已经超过

2009 年以来的任何一年。

2018年5月18日，得克萨斯州圣菲高中发生枪案造成10人死亡，这是去年美国校园枪案频发的缩影。 视觉中国

停在迈阿密机场的美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37 MAX8飞机。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