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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12 月 1
日晚，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紧急约
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日本前首
相安倍晋三发表涉华错误言论提出严
正交涉。

华春莹表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1日就台湾问题发表极端错误言论，粗
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挑衅中国主权，
悍然为“台独”势力撑腰，严重违反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日本历史
上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滔

天罪行，没有任何资格和权利就台湾
问题说三道四。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深
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不得以任
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不得向“台独”
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不要低估中
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

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不要在
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必将玩
火自焚。

垂秀夫表示重视中方交涉，允即报
告本国政府。

就日本前领导人涉华错误言论
中国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

12 月 1 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罔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日四个政
治文件原则，公然在台湾问题上说三
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渲染所谓

“中国威胁”。在此正告日本一些政
客，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绝不容外
人肆意染指。任何人胆敢挑战中国人
民的底线，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是不
容改变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
挑 战 的 现 状 。 台 湾 问 题 纯 属 中 国 内
政，中方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
式插手干预。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
统一。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在台湾问题上，正告日本政客要

谨言慎行。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
积贫积弱的国家，任何国家以任何方
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侵害中
国核心利益，必将遭到 14 亿多中国人
民的迎头痛击！

安倍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反
映出日方总是有一小撮势力沉迷在军
国主义旧梦中不思悔改、野心不死，时
至今日仍妄图染指台湾。近年来，日
本防卫预算屡创历史新高，日方大力
加强西南岛屿军力，发展网络、太空等
新 兴 作 战 力 量 ，远 超“ 专 守 防 卫 ”需
要。在对外政策上，日方还加大与美
国战略捆绑，肆意渲染中国“军事威
胁”，一再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在台
湾问题上，日本一些势力和政客更是
与美方一唱一和，极力歪曲中方战略
意图，渲染“中国威胁”，妄图染指台

湾。日本政客的居心，明眼人一看便
知，无非是想借机生事、迟滞中国发
展，推动日本突破战后束缚，重走军事
扩张老路，同时为少数政客自身谋取
政治私利。

从个人角度看，安倍跳出来在台
湾问题上搞事，无非是想制造话题，博
取眼球，尽管下台了，还想继续保有日
本右翼“旗手”地位，做“无与争锋”的
政治“大佬”。翻开安倍的“执政履历”
不难发现，他如今所言所行与其政治
理念一脉相承。执政之时，他大搞“历
史修正主义”，在右翼道路上一路狂
奔。他挑战“河野谈话”“村山谈话”，
为复活军国主义开路，先后到硫磺岛
和缅甸祭拜二战阵亡的侵略日军，甚
至不避嫌坐进了编号为“731”的战机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称安倍为亚

洲“最危险的人物”。
总之，捞取政治资本，复活军国旧

梦，拉近日美同盟，合伙打压中国……
这就是安倍之流妄言台湾问题的目的
所在。不过，安倍之流想借台生事，
是打错了算盘。中国政府和军队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的决心和意志
坚如磐石。台湾的事是中国的事，不
关日本什么事。日本政客应该以史为
鉴，时刻反省其军国主义对世界带来
的灾难，多做有利于增进与邻国政治
互信、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日
本政客若继续执迷不悟，一意孤行，
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必将咎由自
取、自吞苦果。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想借台生事，安倍打错了算盘！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国台办
发言人马晓光 2 日应询表示，安倍晋
三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挑战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果，妄图挑战二
战以后确立的国际秩序，令人震惊。
他在台湾问题上鼓吹遏华、怂恿“台
独”的论调反映出他在历史问题、涉
台问题上固守错误立场、不思悔改、

不断滑向危险方向，国际社会必须高
度警惕。

有记者问，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近日 在参加台湾智库活 动时 妄称，

“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等同于“日
美同盟有事”，还就钓鱼岛发表错误
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涉钓鱼岛错误言
论一声不吭，反而感谢安倍。对此有

何评论？马晓光在答问时作上述表
示。

他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
个中国原则、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以及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作
出的严肃承诺是必须遵守的原则。我
们敦促日方一些人深刻反省历史，立
即纠正错误，停止在台湾问题上进一

步采取错误行动，停止向“台独”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

马晓光表示，民进党当局和“台
独”势力违逆中华民族利益和岛内民
众福祉，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是十分
危险的。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不要
误判形势，企图靠外部势力分裂国家
和谋取政治私利的挑衅必遭挫败。

国台办批安倍晋三错误言论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疫苗鸿沟让世界面临新冠大流行延长风险
新华社伦敦12月 1日电（记者 郭

爽）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首席执行官塞
斯·伯克利 1日在给新华社记者发来
的一份声明中说，如果全球新冠疫苗
分配不公问题不能解决，大流行将继
续延长。伯克利呼吁全球共同努力，
确保疫苗公平可及。

伯克利在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声

明中指出，虽然目前人类仍需更多了
解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但我们知道，
只要世界上大部分人没有接种疫苗，
（新冠病毒）变异就会继续出现，大流
行将继续延长”。

他说，只有在能够保护全球所有
人口，而不仅仅是富人的情况下，才
能拦阻（新冠病毒）变异。“现在全世

界需共同努力，确保公平获得疫苗。”
伯克利表示，跨越疫苗鸿沟意味

着疫苗制造商和捐助者为那些需要
疫苗的国家提供“能见度”，以便后者
实施“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免疫计
划”，也意味着接受疫苗援助的国家
需利用所有可用资源为需要者提供
安全有效的疫苗。

“在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
是安全的。”伯克利强调。

由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防范创
新联盟、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共同领导
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旨在确保所
有参与的国家和经济体都能公平获
得新冠疫苗。其核心目标是到 2021
年底提供20亿剂疫苗。

新华社洛杉矶12月 1日电（记
者 高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1 日宣布，确认发现本国首例变异
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美国疾控中心在新闻公报中
说，1名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 11月
22 日从南非返回加利福尼亚州旧
金山，其症状轻微且在改善。这名
感染者正自我隔离，迄今其密接人
员的新冠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旧金
山卫生官员证实该当事人 29 日被
检测为新冠阳性，曾接种过两剂莫
德纳疫苗，但未打疫苗加强针。

加州州长纽瑟姆 1 日表示，该
州的病毒检测和监控体系帮助发现
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美国其
他州可能已有奥密克戎毒株存在。
他呼吁民众对奥密克戎毒株保持警
惕，但不必恐慌。

加州人口约 4000万，是美国人
口最多的州，在新冠疫情中受到严重
冲击，至今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480万例，累计死亡超过7.37万例。

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将密切监
控和积极应对奥密克戎毒株，并敦
促民众遵守各项防疫规定，加紧接
种新冠疫苗并打加强针。

12 月 1 日，旅客抵达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美国疾控中心在新
闻公报中说，1 名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 11 月 22 日从南非返回加利福
尼亚州旧金山。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美发现本国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新华社渥太华 12月 1日电（记
者 李保东）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
部 1 日发布消息说，加拿大在 3 只
野生白尾鹿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
毒。这是加拿大首次发现野生动
物感染新冠病毒。

这 3只白尾鹿生活在加拿大魁
北克省埃斯特里地区，检测样本采

集于 11月 6日至 8日，当时它们没
有任何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但11
月 29 日的检测结果显示它们已感
染新冠病毒。

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说，
在本国境内的野生动物体内发现新
冠病毒，表明有必要继续对野生动
物进行新冠病毒监测。该部还说，

美国有研究报告显示，有证据表明
新冠病毒从人传染给了野生白尾
鹿，随后该病毒在鹿群中传播，但尚
未发现新冠病毒从鹿传染给人。

去年以来，全球各地多种动物
陆续被发现感染新冠病毒，其中包
括河狸、鹿、水貂、猩猩、老虎、狮子
以及猫、狗等。

韩国防疫部门 2 日通报，前一天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5266 例，连续两
天打破单日新增病例数最高纪录。

为防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
株传入，3 日起至 16 日，所有入境人
员无论国籍、是否完成新冠疫苗全程
接种，都需隔离10天。

韩国近期疫情持续恶化，医院病
床紧张。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2 日通
报，现有重症病例 733 例，同样创疫
情去年初在韩暴发以来新高。

韩国 1日确诊 5例奥密克戎毒株
感染病例，包括仁川市一对 11 月下
旬从尼日利亚入境的韩国夫妇；另有
4 例疑似感染这一毒株病例有待确
认。按照韩联社的说法，这让韩国国
内更加担忧这一新型新冠变异病毒
可能导致疫情失控。

针对奥密克戎毒株，韩国政府组
建跨部门工作组，1日举行首次会议，
决定对所有入境人员进行奥密克戎
毒株检测，对出现感染奥密克戎毒株
疑似病例的社区追加检测，要求感染
奥密克戎毒株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
者居家隔离，时间从 10 天延长至 14
天。

韩国定于3日零时起把尼日利亚
列为重点防疫国家和高风险国，原则
上禁止来自尼日利亚的外国人入
境。之前，韩国已于 11 月 28 日起对
来自南非、博茨瓦纳、莱索托等 8 个
非洲国家的人员采取与尼日利亚相
同的入境措施。鉴于来自上述 9 国
的人员大多在埃塞俄比亚转机前往
韩国，韩国4日至17日将停飞每周三
次的埃韩直航航班，并安排不定期航
班前往埃塞俄比亚，接回滞留韩国公
民。

（新华社专特稿）

韩国确诊病例再创新高
入境人员均需隔离10天

这张朝中社 12 月 2 日提供的图片显示的是 1 日举行的朝鲜劳
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政治局会议现场。

据朝中社 2 日报道，1 日举行的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五次政治局会议决定，12 月下旬将召开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
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总结今年的国家政策执行情况，并讨论和
决定明年的工作计划。 新华社/朝中社

朝鲜劳动党
决定本月召开八届四中全会

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
公司 1 日宣布，已经正式将其总
部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
市迁至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
市郊。

特斯拉在提交美国证券监
管机构的一份文件中披露这一
消息。

特斯拉去年发布的新闻公报
说，帕洛阿尔托总部有约 1 万名
雇员。暂不清楚特斯拉是否要
求总部所有雇员搬至得州。

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分析师丹
尼尔·艾夫斯认为，特斯拉将允
许总部雇员自行决定去留，但预
计 40%到 50%的雇员会选择搬
到得州，因为奥斯汀生活成本较

低。另外，同加州相比，得州税
务优势非常明显，“在得州雇人
更便宜、更容易”。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
斯克先前说，已经把个人住所从
加州搬到得州。

马斯克先前与加州政府发生
龃龉。去年 5 月，加州允许本州
因新冠疫情停工的制造业工厂
恢复生产，但卫生部门不批准特
斯拉设于加州的弗里蒙特工厂
复工，原因是特斯拉不属于“必
要”企业。马斯克随后扬言迁走
在当地的工厂和总部。今年 10
月，马斯克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宣
布总部搬迁计划。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
学院12月 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无论从总量还是人均值来看，美
国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塑料垃
圾制造国。报告呼吁美国政府
从国家层面出台政策，以解决日
益严重的塑料垃圾问题。

依据这份报告，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美国的塑料垃圾总量连
年增加，2016年达约 4200万吨，
居世界第一，比欧洲联盟所有成
员国同年制造的塑料垃圾总和
还要多。值得注意的是，美国
2016 年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约
4.3%，这意味着美国当年人均制
造出 130 千克塑料垃圾，居世界
之首，是不少国家的2至8倍。

2016 年人均塑料垃圾“产
量”排行榜上，英国和韩国分别
以人均 99千克和 88千克列第二
位和第三位。

这份报告名为《评估美国在
全球海洋塑料垃圾中的作用》，
由美国国会依据去年 12 月生效
的一部海洋保护法案授权美国
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编写
而成。报告说，鉴于美国有关塑
料垃圾的数据不足，难以精确估
算每年美国塑料垃圾进入自然

界以及海洋的数量。尽管如此，
报告评估的情况仍能反映出目
前美国塑料垃圾的严重程度。

报告说，全球近些年平均每
年至少有8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
海洋，“相当于每分钟向海洋倾
倒一卡车塑料垃圾”。其中，美
国一年向海洋“贡献”约100万吨
塑料垃圾。照现有趋势估算，到
2030年，全球每年进入海洋的塑
料垃圾数量可能多达5300万吨，
几乎相当于每年从海洋捕捞的
鱼类重量的一半。

世界海洋保护组织负责塑料
垃圾的主管克里斯蒂·莱维特
说：“现在不要再互相指责了。
大家不能再忽视美国在塑料污
染危机中的作用。塑料污染是
海洋和地球当下面临的最大环
境威胁之一。”

报告建议美国政府明年年底
前从国家层面出台一系列政策，
以减少进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比如，追踪并监测相关数据，减
少塑料制品产量，推广更易降
解、回收的替代材料，减少一次
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强化对向海
洋倾倒垃圾行为的执法力度等。

（新华社专特稿）

一枚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
航空炸弹1日在德国慕尼黑市一
座主要火车站附近因施工发生
爆炸，造成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
势严重。

慕尼黑警方说，事发地位于
唐纳斯贝格桥车站不远处一处
施工点，施工队作业时炸弹意外
爆炸。这一区域已经封锁，没有
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

德国媒体报道，爆炸地周围
数百米有碎片散落，几公里外都
能听到爆炸声。一些照片显示，
发生爆炸的工地位于多条铁轨
之间，冒出大量浓烟。

消防部门说，爆炸没有造成
任何铁路损坏，但部分列车暂时
驶离。防爆专家到现场检查炸
弹残骸。

德新社报道，爆炸发生后，
火车站关闭数小时，列车不得进
出。当天下午，铁路运营逐渐
恢复。

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约阿希
姆·赫尔曼前往现场并慰问伤
员。他说，这枚炸弹重250公斤，
在施工队打钻时爆炸。而这类
施工作业开始前，通常会仔细检
查地下是否有炸弹。警方必须
立刻调查施工方为何没有提前
发现炸弹。

德国建筑工地经常会发现二
战遗留炸弹，通常由防爆专家拆
除或定点引爆，也曾经发生意外
爆炸致人死亡的事件。

1994 年在首都柏林，一枚炸
弹爆炸，导致3名建筑工人死亡。

2010 年在西北部城市格丁
根，3 名警方防爆专家准备拆除
一枚450多公斤重的炸弹时遭遇
爆炸身亡。

2014 年在北部城市奥伊斯
基兴，一名建筑工人操作铲土机
作业时因触发一枚重 1800 多公
斤的炸弹爆炸而死亡。

（新华社微特稿）

二战遗留炸弹在德国慕尼黑爆炸
4人受伤

特斯拉总部迁至得克萨斯州

报告显示

美国是全球塑料垃圾
最大制造国

·新华国际时评·
国际疫情

加拿大境内首次发现野生动物感染新冠病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