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2日拍摄的HICOOL全球创业者峰会展览展示区。

9月12日在HICOOL全球创业者峰会展览展示区拍摄的
无人售货车。

9月12日，在HICOOL全球创业者峰会展览展示区，观众
（左）在体验VR沉浸式体验设备。

9月12日，HICOOL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据了解，本届HICOOL全球创业者峰会以“创想未
来”为主题，包含企业家和投资人主题演讲等活动环节。同时，峰会还设有展览展示区域，引领参会者畅游“创想未来”的科技世界。 新华社发

HICOOL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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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9月11日电 联合国大
会 11 日通过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决议，
中国代表在作解释性发言时，严厉驳斥
美方代表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中国代表说，在联大呼吁团结抗疫
的庄严时刻，美方代表再次发出不和谐
的声音，再次颠倒黑白、转嫁责任，再次
不遗余力地传播政治病毒，中方对此坚
决反对和完全拒绝。

中国代表说，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
国在短时间内成功控制疫情，并向包括
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抗疫援助和物
资，这些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领导下，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实现的。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丑
化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中国代表说，疫情发生以来，中方
始终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向

国际社会持续分享疫情信息。早在今
年 1 月 3 日，中方就开始向美方正式定
期通报。据媒体报道，美方在疫情初期
就认识到疫情风险，但对美国民众故意
淡化风险，以免引起恐慌。是谁在隐
瞒？为什么拥有最先进医疗技术和最
发达医疗体系的美国感染人数最多？
为什么纽约成为疫情震中，联合国在成
立 75 周年之际被迫“关门”？相信国际
社会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美方的谎言
和欺骗早已没有市场。

中国代表指出，如果美方真心抗疫，
就应该集中精力保护本国人民生命健康，
而不是忙于“甩锅”卸责、转移视线。如果
美国真心抗疫，就应该立即解除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单边制裁，
而不是蓄意破坏他国抗疫努力。如果美
国真心抗疫，就应该回到团结协作和多

边主义的人间正道，而不是损害世界卫
生组织支援各国抗疫的行动。

中国代表强调，中方呼吁联合国会
员国共同要求美方在疫情问题上尊重事
实，尊重科学，真正关心本国人民的生命
健康，而不是传播政治病毒，站在国际社
会的对立面，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新华社联合国 9 月 11 日电 （记者尚
绪谦）联合国大会11日通过决议，敦促会
员国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团结互助应对
新冠疫情。

决议称，开展国际合作，践行多边主
义，团结互助，是全世界有效应对新冠疫
情等全球危机的唯一途径，呼吁各国采
取以人为本、注重性别平等、充分尊重人
权的应对措施。

决议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全球
停火倡议，深切关注疫情对武装冲突地

区影响，继续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
决议敦促会员国及政治领导人和宗

教领袖等促进包容和团结，反对种族主
义、仇外、仇恨言论、暴力和歧视。

决议敦促会员国加强卫生系统和社
会关怀系统；敦促会员国致力于让所有
国家及时获得优质、安全、有效和负担得
起的诊断工具、治疗方法、药物和疫苗；
鼓励会员国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开展
合作，增加疫苗和医药的研发资金，利用
数字技术，加强抗击新冠病毒所需的国
际科学合作。

决议敦促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推动大胆和协调一致的行动，应对新冠
疫情带来的直接社会和经济影响，同时
通过制定摆脱危机的恢复战略，努力回
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轨道上，加快
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联合国大会通过新冠肺炎疫情决议

中国代表在联大严厉驳斥美方无端指责

美国、以色列和巴林11日发表联合声
明说，以色列与巴林已同意建立全面外交
关系。巴林由此成为继阿联酋之后，近期
同意与以色列建交的第二个阿拉伯国家。

分析人士认为，巴林加入以色列的
“朋友圈”有沙特阿拉伯因素，更离不开美
国的撮合。为提振选情，特朗普政府近期
频频游说阿拉伯国家，促使其转变对以态
度。随着阿拉伯国家接连同意与以色列
建交，巴勒斯坦问题重要性让位于伊朗问
题这一中东格局的变化趋势越发明显。

巴林之意
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公布

的声明，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林
国王哈马德当天进行三方通话达成协议，
同意以色列与巴林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内塔尼亚胡 11 日晚发表声明说，协
议的达成是“多年幕后工作”的成果。巴

林是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第四个阿
拉伯国家，未来更多和平协议有望达成。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
员包澄章说，巴林在地区政策上一直紧跟
沙特，如果没有沙特默许，巴林不会同意
与以色列建交。沙特囿于自身海湾阿拉
伯国家盟主、“阿拉伯和平倡议”提出者、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参与者等身份限
制，以及沙特老一代领导人在巴勒斯坦问
题上的谨慎态度，对中东地区近期形势变
化持观望态度，让巴林与以色列建交其实
是沙特用以试探外界反应的一种策略。

美国之欲
近一个月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外交动

作频频。8月13日，以色列与阿联酋在美
国斡旋下达成协议，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
常化。如今，巴林又将成为同以色列建交
的第四个阿拉伯国家和第二个海湾阿拉

伯国家。此外，美国还计划9月15日在华
盛顿举行“中东和平峰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孙成昊认为，特朗普政府上
述动作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强化挺以色
列、反伊朗的中东政策，进一步巩固中东
亲美阵营；二是通过外交成绩提升支持
率，特别是巩固国内亲以色列的基督教福
音派这一基本盘。

数据显示，福音派教徒约占美国选民
人数的四分之一。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
有约八成白人福音派选民投票给特朗普。

中东之变
巴勒斯坦领导层 11 日晚发表声明，

“强烈拒绝和谴责”巴林在美国撮合下与
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声明说，巴林与以色
列关系正常化协议是“对巴勒斯坦事业的
背叛”，这一步“极为危险”。巴勒斯坦外

交部当日还宣布召回该国驻巴林大使。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巴勒斯坦方面反

应强烈，但恐怕难以改变部分阿拉伯国家
与以色列走近的大势。面对美国施行的
中东政策以及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
演变，巴勒斯坦问题正逐步被边缘化。

包澄章认为，巴林继阿联酋之后与以
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将进一步加剧阿拉
伯各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使
得巴勒斯坦处境更加艰难。对于伊朗而
言，与沙特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一些阿拉伯
国家推向以色列一边，使得伊朗周边环境
进一步恶化。

（据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据新华社东京9月12日电 即将卸任
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日发表关于安保
政策的谈话，提出在今年年底前就有关导
弹拦截的新安保政策确定“应有方略”。
分析人士认为，安倍此举是想在其看重的
安保领域打造政治遗产，为下届政府的安
保政策设定方向，但他提出的在年底前确
定“方略”并不容易实现，如草率做出相关
决定恐引发较大争议。

安倍此次谈话早有“预告”，因此广受
舆论关注，关注重点是他是否会将拥有

“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纳入日本安保新方
针，以及在陆基“宙斯盾”替代方案上会有
何说法。

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意味着日
本可以在受到敌方导弹攻击前打击敌方

导弹基地，也就是实施“先发制人”的打
击。基于日本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理
念，过去日本政府并不主张拥有“对敌基
地攻击能力”。但安倍及其领导的自民党
一直追求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日本“战后
体制”，自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已
在日本军事松绑方面多有动作，包括解禁
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让日本拥
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目前自民党推
动的一个热门议题。

陆基“宙斯盾”是美国研发的反导系
统，日本 2017 年 12 月以应对朝鲜导弹威
胁为由决定引进该系统，但今年6月又因
技术与成本原因放弃引进。日本媒体最
近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
方已通知美方将把建造弹道导弹拦截专

用舰作为替代陆基“宙斯盾”的一大选项。
安倍在11日的谈话中宣称日本安保

形势严峻，政府正在讨论陆基“宙斯盾”
替代计划，将确保可以保卫日本的导弹
拦截能力。他还说，政府一直在探讨关
于导弹拦截的新安保政策，有必要进一
步降低敌方导弹攻击的可能性。他表
示，要在年底前确定“应有方略”，以应对
严峻的安保环境。

日媒指出，首相在下台前夕发表谈话
为重要安保政策立下时限的做法前所未
有，安倍的意图非常明显，即敦促下届政
府就此加速展开讨论。尽管此次谈话没
有法律约束力，但具有政治约束力。目前
在安倍接班人竞争中处于优势的内阁官
房长官菅义伟已明确表示要继承安倍政

策，使得这种政治约束力更具现实性。
尽管安倍在谈话中也表示，关于“专

守防卫”的想法没有丝毫改变，但分析人
士指出，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将意味
着日本进一步架空“专守防卫”理念。

不过，安倍所称的年底前确定“方
略”恐怕难以实现。有日媒报道，日本朝
野政党内对上述举动对地区局势的影响
普遍有所担心，自民党执政盟友公明党
相关人士明确表示，如果强推“对敌基地
攻击能力”，公明党内将无法通过。日本
前外务省高级官员孙崎享指出，无论下
任首相是谁，当下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是
控制新冠疫情和恢复经济，在其他领域
特别是安保领域提出新方针的政治条件
并不成熟。

发表安保谈话 提出年底前制定导弹防御新政策

安倍卸任前给后任“留作业”

继阿联酋之后，巴林加入以色列的“朋友圈”

阿拉伯国家与以建交凸显中东之变

新华社纽约 9 月 11 日电
（记者刘亚南、潘丽君）多位中
美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日前
在美国中国总商会举办的视
频对话活动上表示，多项调查
显示，尽管中美两国企业因疫
情面临挑战，但大都表示愿意
继续在对方国家经营。

普华永道美国公司市场
分析部中国分析业务负责人
克雷格·斯特龙贝尔表示，中
美两国企业愿意在对方市场
继续经营。近期报告显示，超
过八成的美国在华企业不考
虑撤离中国市场。上海美国
商会日前发布的调查显示，在
340多个受访成员企业中，约
92%的受访者表示，将继续在
中国经营。

美国前驻华大使马克斯·
鲍卡斯说，中国营商环境持续
改善，更多的美国企业可以直
接在华经营而不必设立合资

企业。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中

国银行美国地区行长徐辰表
示，此前发布的《2020年在美中
资企业商业调查报告》显示，
95%的受访企业没有计划撤出
美国市场，70%的受访企业没
有计划取消或推迟在美投资。

徐辰说，中美商界都认
为，两国之间是互利共赢、相
互依存的关系。

斯特龙贝尔说，现在中美
之间宏观经济、贸易联系比以
往任何时候更加紧密。近年
来美国的保护主义对中国企
业在内的在美外资企业带来
负面影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
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表示，
中国在美企业为当地创造了
就业机会，美国对中国和中国
企业采取日益极端的措施令
人担忧。

调查显示

中美两国企业
愿继续在对方国家经营

华大基因承建
安哥拉“火眼”新冠检测实验室揭幕

9月11日，工作人员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火眼”实验室进
行新冠病毒检测。据中国华大基因赴安哥拉技术组介绍，由华
大基因承建的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火眼”实验室于日前建成揭
幕，将大幅提升安哥拉的新冠病毒检测能力。 新华社发

新 华 社 柏 林 9 月 12 日
电 （记者任珂、张远）德国
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 R+V
保险公司日前公布了“德国
人最担心什么”年度榜单，
结果显示，美国特朗普政府
政策的破坏性是德国人最担
心的事情，而患上新冠肺炎
等严重疾病只排在第17位。

这项调查共问询了 2400
名受访者，其中有 53%的受
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
策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海德堡大 学 政 治 学 教
授曼弗雷德·施密特评论调
查结果时认为，特朗普政府
的对外政策不断使国际局
势复杂化，特别是挑起与中
国的贸易战，以及美国在贸
易和安全政策上指责攻击
包括德国在内的盟国。

调查还显示，51%的受
访者担心食品价格上涨，位
列榜单第二。49%的受访者
担心欧盟债务危机导致税
收上涨，位列第三。

让调查人员感到意外
的是，德国人对新冠疫情及
其后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
样担心。48%的受访者担心
世界经济受疫情影响而恶
化，排在第四位。只有 32%
的受访者担心患上新冠肺炎
等严重疾病，排在第17位。

调 查 还 发 现 ，总 体 来
说，与过去 30 年相比，2020
年是德国人最不担忧的一
年。今年的“担忧指数”只
有 37% ，而 2016 年 则 高 达
52%，当时人们担忧恐怖主
义 、政 治 极 端 主 义 和 难 民
危机。

调查显示

德国人担心特朗普政府政策甚于疫情

英格兰新冠感染水平出现上升势头
9月11日，在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学生们戴着口罩去上学。

英国卫生部11日发布调查报告说，英格兰新冠病毒感染水平近
期呈现上升趋势，本地民众有必要提高警觉。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