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松

坚决反对美方因涉港问题
对中方官员实施签证限制措施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

本报华盛顿 6 月 27 日专电 （驻华盛顿记者张松） 中

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 26 日发表声明， 坚决反对美方因涉

港问题对中方官员实施签证限制措施， 强调中方将坚决维护

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声明说，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错误做法。 香港是中国的

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 国

家安全立法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责任， 也是国际通行实践。

涉港国安立法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

动， 只会使香港拥有更加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更加稳定的社会

秩序， 有利于维护 “一国两制” 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声明指出， 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

香港基本法， 不是 《中英联合声明》。 随着 1997 年香港回归

中国， 《中英联合声明》 中所规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权利和义

务都已全部履行完毕。 美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也没有任何

资格援引 《中英联合声明》 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

声明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撤销有关决定， 停止干涉

中国内政， 并强调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定有力的措施， 坚决维

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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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独立建州问题又被提上议程
美众议院通过“升州”议案 参议院和总统决意封杀

美国国会众议院 26 日表决通过一项由

民主党人提出的草案， 支持首都华盛顿哥伦

比亚特区成为美国第 51 个州。

众议院中民主党人占多数， 当天的投票

结果为 232 票赞成、180 票反对。 基本按照党

派划线，仅有 1 名民主党人投出反对票，没有

共和党人投出赞成票。

这项草案提出缩小联邦特区，使其仅囊括

白宫、国会大厦、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国家广场

上其他联邦建筑等，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余

下区域成为一个州， 名为 “华盛顿道格拉斯

邦”，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长则成为州长。

此外，草案准许“华盛顿道格拉斯邦”在

国会拥有 2 名参议员和 1 名众议员， 均享有

投票权。 目前，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在参议院

中没有正式代表，在众议院中有 1 名代表，但

没有投票权。

众议院议长、 民主党人佩洛西 26 日说，

使华盛顿成为一个州就是 “表明我们对民主

的尊重”。 超过两个世纪以来，华盛顿哥伦比

亚特区的居民依法交税，在军队中服役，并为

美国经济作出贡献，却无法享有全部公民权。

这是 1993年以来美国国会众议院首次就

给予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州的地位进行投票。

不过，这项草案不太可能成为法律。 参议

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此前明确表

示，他不会把民主党人的草案提上参议院的议

程。 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也认为该草案违反

美国宪法。 该局表示，如该草案在国会通过被

呈交至白宫，顾问们将建议总统予以否决。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时说，他反对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成为州，不

会让民主党人在国会中拥有更多席位。 一些

民主党国会议员认为， 特朗普反对非洲裔人

口占据近一半的华盛顿特区成为独立的州，

显示其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理念。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位于美国东海岸马

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之间 ， 目前人口约 70

万，人口多于怀俄明州和佛蒙特州。 在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民主党选民占绝大多数。 据美

国媒体统计，2016 年大选时，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超过 90%的选票。正是因为如此，共和党人反

对让华盛顿“升州”，因为这意味着民主党人

几乎肯定可以在参议院增加两个席位。

特朗普上任以来， 华盛顿特区与联邦政

府的矛盾不断上升。 尤其是全美反种族歧视

运动爆发以来， 民主党籍的华盛顿特区市长

鲍瑟多次反对白宫利用联邦政府对于首都的

管辖权，在未经特区同意的情况下，直接从外

州派遣数千名国民警卫队维持治安。

1790 年， 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批准在波托

马克河畔建立首都特区，由首任总统乔治·华

盛顿选址。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美国联邦

政府所在地， 也是外国驻美大使馆以及世界

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总部的

所在地，还拥有许多知名博物馆、艺术馆等。

按照美国法律，华盛顿特区若想“升州”，

除需得到国会参、众两院和总统支持外，还需

要得到美国 50 个州中的四分之三州议会通

过，门槛相当高。 从特区创立之日起，华盛顿

民众不满代表权被剥夺， 要求独立建州的呼

声也不绝于耳。 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华盛顿

建州运动达到顶峰。 当时出现的哥伦比亚特

区立州党成功说服国会通过 《哥伦比亚特区

投票权修正案》。 1980 年，华盛顿特区召开了

制宪会议，并于 1982 年通过了《新哥伦比亚

宪法》。 但 1985 年，华盛顿立州的法案历经 7

年未能按法律规定在美国四分之三州议会通

过，从而失去了建州机会。 此后，国会于 1993

年再度否决特区建州议案。

(本报华盛顿 6 月 27 日专电)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世卫组织拟筹313亿美元
用于开发交付新冠药物、检测工具及疫苗

新华社日内瓦 6 月 26 日电 （记者刘曲） 世界卫生组织

26 日宣布， 未来 12 个月将需要 313 亿美元用于开发和交付

新冠药物、 检测工具及疫苗， 包括到 2021 年底采购 20 亿剂

疫苗， 其中 10 亿剂用于中、 低收入国家。

世卫组织当天更新了其领导的 “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

加速器” 国际合作倡议的投资需求。 世卫组织称， 该倡议将

围绕诊断、 疗法、 疫苗以及卫生系统和社区网络连接这四个

支柱展开， 预计未来 12 个月所需投资将达 313 亿美元， 其

中 34 亿美元已获认捐， 剩余 279 亿美元资金缺口中有 137

亿美元需求迫切。 此外， 世卫组织计划到 2021 年中， 向中

低收入国家交付 5 亿件新冠检测工具和 2.45 亿个疗程的治

疗药物， 并到 2021 年底向全球提供 20 亿剂新冠疫苗， 其中

10 亿剂用于中、 低收入国家。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为控

制新冠疫情、 拯救生命， 需要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和速度提供

有效的疫苗、 诊断工具及疗法； 所有人都存在感染新冠的风

险， 因此所有人都应获得预防、 发现和治疗新冠的工具， 而

不仅仅只是那些负担得起的人。

“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 国际合作倡议于 4 月

启动， 旨在集合多个组织、 公私部门等的联合力量， 以更快

速度和更大规模开展新冠相关的研发、 生产等工作。

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 截至欧洲中部时间 26 日

10 时 （北京时间 26 日 16 时）， 全球范围内， 新冠确诊病例

较前一日增加 177012 例， 达到 9473214 例； 死亡病例较前

一日增加 5116 例， 达到 484249 例。

重申捍卫多边主义 加强有效全球治理
联合国举行 《联合国宪章》 签署 75 周年在线纪念活动

美国东部时间 6 月 26 日 ， 联合国举行

《联合国宪章》 签署 75 周年在线纪念活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作为联合国大会亚

太组主席出席纪念活动 。 纪念大会由第 74

届联大主席穆罕默德-班迪主持， 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 安理会轮值主席、 经社理事

会主席、 国际法院院长以及联大各地区组主

席出席会议并发言。

由于新冠疫情还在美国蔓延， 今年纪念

《联合国宪章》 签署的活动以史无前例的线

上方式举行。 纪念活动历时 3 个多小时， 全

程在线直播。 除了嘉宾发言外， 活动还包括

播放回顾 《联合国宪章》 签署历史的短片、

在线举行关于 《联合国宪章》 的专题研讨以

及由纽约爱乐乐团和旧金山交响乐团音乐家

联袂表演的音乐节目。

古特雷斯在 26 日的活动上发表了视频

讲话。 他表示， 《联合国宪章》 “给废墟之

中的世界带来了规则和希望”。 当前全球性

挑战和威胁日益增多， “对于一个深陷疾病

大流行 ， 被歧视所撕裂 ， 受到气候变化威

胁， 因贫困、 不平等和战争变得伤痕累累的

世界来说， 《联合国宪章》 仍然是我们行动

的检验标准”。

古特雷斯指出 ， 早在 1945 年 ， 参加旧

金山 《联合国宪章》 制定会议的代表们也曾

经历过全球疾病大流行、 萧条和战争。 “代

表们抓住了机会 ， 播下了新的和更好的种

子。” 古特雷斯说： “今天， 我们必须做同

样的事情。 我们需要重新构想多边主义， 赋

予其强制执行机制， 使其按照创始者的初衷

发挥功能， 并确保有效的全球治理在需要时

成为现实。”

张军表示， 《联合国宪章》 是国际法治

和多边主义的基石。 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应当

成为 《联合国宪章》 的维护者和贡献者， 为

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张军表示， 我们是 《联合国宪章》 的受

益者。 联合国和多边体系在 《联合国宪章》

基础上有效运行， 亚太组国家得以享受和平

稳定的红利， 创造了有利发展的国际环境，

并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 我们是 《联合国宪

章》 的贡献者， 坚定致力于 《联合国宪章》

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 真诚履行义务， 遵守

《联合国宪章》 体现的国际法精髓。 1955 年

亚非万隆会议达成十项原则， 进一步丰富和

发展了 《联合国宪章》 精神； 我们是 《联合

国宪章》 的维护者。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彰显

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我们要始终致力于加强

国际团结与合作， 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

的核心地位。

张军强调， 新冠肺炎疫情说明人类命运

密切相关， 国际社会休戚与共。 当今时代呼

唤团结与合作。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战胜病

毒， 建设美好未来。 让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精神， 为携手共建 “我们想要的未来、

我们需要的联合国” 不懈努力。

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勒

德里昂、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席莫娜·尤尔、

国际法院院长优素福等联合国官员， 博茨瓦

纳、 捷克、 秘鲁、 冰岛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亦在活动中先后通过视频发言。

1945 年 6 月 25 日， 包括中国在内 50 个

国家的 288 名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一致通过

《联合国宪章》， 并于 26 日举行签字仪式，当

年 1945 年 10 月 24 日生效。 宪章确立了联合

国的宗旨、原则和组织机构设置，规定了会员

国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国际关系、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本报纽约 6 月 27 日专电）

爱尔兰三党批准组建联合政府协议
新政府将实行总理轮值制

据新华社都柏林 6 月 27 日电 （记者张琪）据爱尔兰国家

广播电视公司 26日报道，爱尔兰共和党、统一党和绿党当天分

别投票通过了一份由三党共同组建联合政府的协议。 根据这一

协议，共和党领导人米歇尔·马丁将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

爱尔兰众议院将在 27 日举行特别会议， 批准马丁出任

爱尔兰总理的提名。 之后， 马丁将宣布新内阁名单。

本月 15 日， 共和党、 统一党和绿党领导人在经过一个

多月的正式谈判后宣布， 三党就组建联合政府达成一项初步

协议， 并将这一协议提交各自政党全体成员投票批准。

26 日的投票结果显示， 80%的统一党成员、 76%的绿党

成员和 74%的共和党成员赞成这一协议。

根据协议， 新政府将实行总理轮值制， 共和党领导人马

丁将首先出任新政府总理至 2022 年 12 月底， 之后统一党领

导人、 看守总理利奥·瓦拉德卡将接任总理职务至本届政府

五年任期结束。

爱尔兰于今年 2 月 8 日举行大选， 因无一政党在众议院

中拥有超过半数的席位， 组建联合政府成为唯一选项。 各党

围绕组建联合政府展开的博弈以及随后而来的新冠疫情是爱

尔兰新政府迟迟不能产生的主要原因。

6 月 26 日， 一名非洲裔男子骑车经过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 新华社发

新冠疫情出现时间比报告的更早？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研究人员从去年 3 月的废水样本中检出新冠病毒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 26 日发布公告

称，该校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去年 3 月采

集的巴塞罗那废水样本中检测出了新冠病

毒。 如果确认无误，这一结论是否意味着新

冠疫情出现时间比报告的更早？ 通过检测废

水是否可以更真实地了解新冠疫情开始传

播的时间与潜在波及范围？

寻找新冠病毒的最初踪迹

今年 4 月 13 日开始， 巴塞罗那大学肠

道病毒小组研究人员每周对当地废水样本

进行检测，从中寻找新冠病毒的踪迹。 作为

西班牙新冠病毒“哨点监测项目”的一部分，

该研究的目的是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新一

轮疫情暴发。

研究人员还检测了一家废水处理厂的

冷冻废水样本，结果在 2020 年 1 月 15 日的

废水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 西班牙本土首

例新冠确诊病例是今年 2 月 25 日报告的。

这个发现促使研究人员检查更早存档

的废水样本。 对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的废水样本分析的结果显示，去年 3 月 12

日采集的废水新冠病毒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检测呈阳性 ，病毒水平非常低 ；这期

间其他所有样本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该研究引起高度关注，它指向在全球报

告首例新冠病例前，新冠病毒已在巴塞罗那

传播的可能性。 领导这一研究的巴塞罗那大

学生物学教授阿尔韦特·博什在公报中说，

巴塞罗那是一个商业和旅游中心，接待了许

多外地游客。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世界其他地

区也可能发生了类似情况，但许多病例或因

被误诊为流感而被掩盖。 作为西班牙病毒学

家学会主席， 博什还表示， 如果早在今年 1

月就发现新冠病毒的存在，将有助于提高疫

情应对水平。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缺乏对新

冠病毒的认知，早期新冠病例很可能被误诊

为普通流感，从而加剧了社区传播。

在人类发现新冠病毒之前，它早已在人

群中开始传播了吗？ 巴塞罗那大学这一研究

结果已提交同行评审，但有不少专家对这项

成果的指向提出质疑。

西班牙公共卫生和卫生管理学会的霍

安·比利亚尔维博士认为， 根据这一研究结

果判定新冠疫情暴发时间为时尚早。 由于只

有一个研究结果，所以需要更多数据、更多

研究、更多样本去证实这个结果，还需要排

除实验错误或方法存在问题等因素；此外结

果还有可能是假阳性。 但比利亚尔维不否认

这一研究“很有启发性”。

综合来看，对该研究进行第二轮实验求

证并不容易。 《纽约时报》援引博什的话报道

说， 他的团队无法在 2019 年 3 月的阳性样

本中重复实验，因为它在第一次检测中已被

消耗掉了。

废水研究成监测病毒新工具

多项研究已证明，在新冠患者粪便排泄

物中存在大量冠状病毒基因组，病毒基因最

终会混入废水中，这是基于废水研究新冠流

行病学的理论依据。

今年 2 月，钟南山院士和李兰娟院士团

队分别从新冠患者的粪便样本中分离出新

冠病毒，这一发现证实患者排出的粪便中确

实存在活病毒， 对于认识病毒致病机理，帮

助全社会切断疫情传播途径并更有针对性

地做好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持续蔓

延，多国科研人员尝试将基于废水样本的流

行病学研究作为监测新冠病毒传播的工具。

芬兰国家卫生与福利研究所 6 月 2 日

发表公报说，初步研究结果显示，污水中的

新冠病毒核糖核酸含量基本可以反映病毒

在特定地区传播情况。 该研究方法还可用于

鉴定病毒的基因型，研究人员推定，来源不

同的新冠病毒具有不同的感染能力。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 6 月 9 日

表示，除了传统检测法，新加坡正在采用检

测废水中是否有新冠病毒等方法来了解某

个特定人群中是否有新冠患者。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6

月 19 日发布公报说， 通过分析污水样本可

以了解社区中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无论是

否有人出现感染症状。 该机构参与的团队找

到了一种成本低廉、快速高效的方法，可通

过污水监测新冠病毒在社区传播情况。

此外，意大利、美国、荷兰等国也在开展

这类研究。 研究人员认为，相关研究有望帮助

科学家在尚未被察觉的疫情早期检测病毒在

人群中的传播， 特别是可以囊括无症状人群

传染情况，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做好防控。

新华社记者 郭爽 赵晖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7 日电）

韩日因“军舰岛”问题再起争执

强征朝鲜半岛劳工史实被日方篡改

韩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金东起 25 日批评，日方

在宣传包括“军舰岛”在内的明治时期工业革命遗址时歪曲历

史，没有遵守当初将这些遗址申请成为世界遗产时的承诺。

韩国外交部此前证实，韩方已经致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呼吁将日本明治时期工业革命遗址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

韩国对“军舰岛”作为日本明治时期工业革命遗址成为世

界遗产的不满由来已久。 二战期间岛上曾有大量朝鲜半岛劳

工被日军强征和虐待，但日本不愿提及这一历史。因日方未能

信守申遗承诺如实披露历史真相，两国展开新一轮交锋，冲击

本就处在低谷的韩日关系，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

包括 “军舰岛” 在内的 23 处日本 “明治工业革命遗址”

2015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文化遗产。 而这座岛被

韩国舆论称为“地狱岛”。二战期间，大量来自朝鲜半岛等地的

劳工被强征到这座小岛上劳动，受尽非人折磨甚至被虐致死。

在世界文化遗产审议的过程中，日本承认曾强征他国劳工

在遗址的恶劣环境中作业， 并承诺将采取一系列后续措施，包

括建立一座遗址信息中心来介绍这段历史。

本月中旬，日方承诺设立的信息中心落成并对外开放。但

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按照承诺在展厅内展示二战期间强征劳工

的相关历史，反而展出了部分歪曲、篡改历史的资料，称“军舰

岛”上的外国劳工未曾被奴役，也未曾受到不公对待。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朴良雨 25 日发文批评日方隐

瞒历史、背弃承诺。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已于 22 日向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递交信函，呼吁将包括“军舰岛”

在内的日本明治时期工业革命遗址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

日本共同社发表评论说， 日政府此次展览并未全面展现

真实历史。 共同社评论认为， 这种隐瞒历史的做法是极其不

诚实的， 恐将助长历史修正主义， 招致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强

烈批判。

新华社记者 陆睿
（据新华社首尔 6 月 27 日电）

6 月 25

日， 在西班牙

巴塞罗那， 人

们戴着口罩出

行 。 从 6 月

21 日 开 始 ，

西班牙结束持

续三个多月的

国 家 紧 急 状

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