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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澳大
利亚军方19日公布该国驻阿富汗部
队调查报告，证实澳军在阿富汗存
在非法杀戮战俘和平民等涉嫌战争
罪的行为。此事引发舆论广泛批
评。尽管澳政府称将对涉事人员追
责，但有分析担心追责不一定能落
到实处。

证实虐杀存在
报告称，调查人员对 2005 年至

2016年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澳军人
是否涉嫌战争罪进行了历时4年的调
查。其间，调查人员询问了超过 400
名证人，翻阅了超过2万份资料及2.5
万余张图片。调查发现，在驻阿期
间，有 25名澳军人涉嫌参与 23起杀
害囚犯和平民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共
有39人被杀害，另有2人被虐待。

2001 年“9· 11”事件后，美国带
领盟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
政权，澳大利亚也参与其中。尽管
澳大利亚不是北约成员国，并不参
与北约驻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但
作为美国盟友，澳大利亚自 2002 年
以来一直在阿富汗维持军事存在。
据报道，目前还有 1500 余名澳军人
驻扎在阿富汗。

媒体此前曾陆续报道了一系列
澳军在阿富汗的暴行，包括在一所
住宅中射杀正在睡觉的一名35岁父
亲及其6岁儿子，以及因直升机乘坐
空间不足而射杀俘虏。此次澳军方
发布的报告证实了澳军虐杀行为的
存在。

暴行令人震惊
报告说，上述虐杀事件都不是

发生在激烈战斗中，被杀者有的是
澳军在执行任务时碰到的阿富汗当
地人。调查还发现，有年轻士兵在
指挥官要求下射杀囚犯，以完成第
一次射杀训练。澳军人还把武器放

在被杀者的尸体旁，作为被杀者是
“合法目标”的证据。

报告承认，上述被杀者大多数
是已经被抓获和受到控制的人，因
此受到国际法保护，澳军的行为违
反国际法并构成犯罪。

澳军的这些暴行遭到澳官方和
媒体的一致谴责。澳国防军司令安
格斯·坎贝尔说，非法杀害平民和囚
犯是永远不能接受的，报告所指控
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军事行为准则和
职业价值观。参与调查的新南威尔
士州法官保罗·布里尔顿认为，报告
揭示的这些事很可耻，是对澳国防
军职业标准的背叛。澳主流媒体

《澳大利亚人报》20日在头版文章中
将这些暴行称为本国军事史上“最
可耻的一页”。

追责能否落实
报告建议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

对25名涉案人员中的19人展开刑事
调查。澳总理莫里森表示，澳政府
非常重视这份报告，该报告会移交
给他上周任命的负责调查此事的特
别检察官，所涉案件会根据澳法律
和司法制度处理。

不过，有分析对追责能否落实
表示担忧。事实上，除澳军外，驻阿
富汗联军中的美国和英国部队也都
面临着在阿实施非法杀戮的指控，
如一队美军曾被指控于 2010年 1月
将杀戮阿富汗平民作为“体育运
动”。

分析人士指出，相关案件目前
在一些国家并未得到积极对待，一
些案件的调查因政治干预不得不中
止。澳大利亚虽已针对滥杀平民问
题设立特别调查办公室，但若该办
公室不能独立于军方和政界人物，
并确保有足够资源开展调查，追责
恐怕难以实现。

澳大利亚军队

在阿富汗都干了什么

新华社日内瓦11月20日电（记
者 刘曲）多个联合国机构20日共同
宣布成立一体化卫生抗微生物药物
耐药性全球领导人小组，以促进全
球重视并采取行动维护抗微生物药
物，避免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造成
灾难性后果。

该项目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
合发起，小组成员包括国家元首、政
府部长、私营部门和民间人士等，由
巴巴多斯和孟加拉国两国总理担任
联合主席。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当天
的记者会上说：“抗微生物药物耐药
性是当今时代面临的最大健康挑战
之一，我们不能把它留给子孙后代
去解决。现在应建立新的跨部门伙
伴关系，维护现有药物，并重振新药
研发和供应。”

世卫组织表示，在人类、动物和
农业领域误用和滥用抗微生物药物
是导致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主要
因素。耐药微生物可以在人、动物
或环境之间传播，而治疗动物和人

类的各种传染病往往使用同样的抗
微生物药物。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
在记者会上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门
能够独自解决该问题，需要在各国
和各经济领域采取集体行动，克服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威胁。

世卫组织今年 6 月发布的有关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最新报告显
示，虽然全球应对耐药性工作向前
迈出了一大步，但许多细菌感染病
例对现有治疗药物表现出越来越强
的耐药性。如用于治疗尿道感染或
某些形式腹泻等常见感染的抗微生
物药物的高耐药率表明，世界正在
丧失应对这些疾病的有效工具。

世卫组织担心，在新冠大流行
期间不当使用抗生素将进一步助长
这一趋势。有证据表明，只有很少
新冠患者需要用抗生素治疗继发的
细菌感染。世卫组织已发布指导文
件，建议在没有临床指征情况下，不
向新冠轻症患者、疑似或确诊为新
冠中度症状患者提供抗生素治疗或
用抗生素预防继发感染。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1月21日（记
者 王守宝 曹凯）11月 3日晚，埃塞俄比
亚北部提格雷州，枪声刺破夜晚的宁
静。“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简称“提人
阵”）武装人员突然袭击埃塞俄比亚国防
军在该州的军事基地。埃塞俄比亚国防
军随后空袭了提格雷州一些目标。

此时，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埃塞俄
比亚马克雷供水开发项目部（简称马克
雷项目部）常务副总经理王跃鹏也依稀
听到枪声。

4日早上，王跃鹏发现政府已切断提
格雷州所有网络和手机通信。他通过项
目上唯一的卫星电话向上级部门报告了
当地局势。

提格雷州的火药味越来越浓。针对
“提人阵”的袭击，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4
日表示政府要对“提人阵”采取军事行
动。阿比说，空袭针对的是“危险集团”
的军事目标，同时呼吁提格雷州民众向

政府交出“危险集团”成员。
一时间，在提格雷州冲突地区，埃塞

俄比亚国防军对“提人阵”目标的轰炸接
连不断。

此时，在提格雷州的工程项目和工
业园区工作的 600多名中国同胞日夜难
眠，他们在国内的亲人也焦急万分。

军事冲突可能造成生活物资采购困
难，马克雷项目部决定增加食物和饮用
水储备。冒险前往当地市场采购的中资
机构人员发现，街上人车稀少，很多商铺
已大门紧闭。

为防止军事冲突扩大危及中国同胞
安全，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果断决定
组织中国公民撤离，并指定马克雷项目部
负责组织撤离方案的演练、完善和更新。

当地时间 11 日清晨 6 时，在使馆协
调下，马克雷项目部联合中交、中铁等单
位集合了第一批 402 名同胞、60 多台车
辆，开始从提格雷州撤离，前往埃塞俄比

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沿途关卡林立，为顺利通关，使馆联

系埃塞俄比亚联邦警察帮助协调关卡放
行。尽管如此，1100多公里的路上，王跃
鹏的心还是一直悬着。

经过交战区、封锁区和重重关卡，11
日晚，在阿法尔州塞梅拉工业园区中交项
目营地，撤离人员吃上了可口的饭菜。

12日晚 7时，车队从公路出口驶出，
已在那里等候的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
赵志远和经商处公参刘峪向大家挥手致
意，表示慰问。当晚，第一批撤离人员全
部安全抵达亚的斯亚贝巴。

随后，使馆又着手组织提格雷州的
其余中国同胞撤离。这批同胞基本都在
提格雷州西部，那里也是国防军和“提人
阵”交火较为激烈的地区。

13 日，中资企业在提格雷州承建的
瓦尔凯特糖厂遭到炸弹袭击，三枚炸弹
落到糖厂厂区，混凝土搅拌设备被损毁，

所幸没有造成中国同胞伤亡。共有 187
名中国同胞在这家糖厂工作，他们的生
命时刻受到战火威胁。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联系埃塞
俄比亚国防军护送中国同胞撤离。19
日，在埃塞俄比亚国防军保护下，204 名
中国同胞乘坐19辆车撤离提格雷州。自
此，除少数留守人员外，在提格雷州的中
国同胞大都已撤离。

“战火交加，通讯中断，加上中国同
胞分散在提格雷州各处，能够集中并撤
离，真是历经艰难。”撤离人员雷彦兴说。

雷彦兴是提格雷州默克雷大学的一
名中文教师。“危难时刻显示了中国同胞
间团结互爱的精神，使馆组织的撤离活
动也让人切身体会到祖国的温暖。”雷彦
兴说。

回忆起此次撤离，参与了组织协调
的王跃鹏更是难掩自豪和激动：“我们的
祖国是海外每个中国人最坚强后盾。”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20日
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海外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的
讲话为新形势下亚太合作指明了方向和
路径，展示了中国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
时艰的坚定决心，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复
苏提振信心。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
中心主任汤之敏说，习近平主席强调要
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
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为亚太
经合组织开启2020年后的合作愿景指明
了方向。

日本东洋园大学教授朱建荣说，习
近平主席在讲话中阐述的新理念和切实
可行的发展路径以及关于中国贡献的重
要承诺，让本地区及全世界看到了亚太
命运共同体并非梦想，而是通过各国共
同努力可以实现的愿景。

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

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表示，习近平主席的
重要阐述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战胜疫
情、摆脱当前经济困境指明了方向，表明
中国始终站在亚太地区共同利益的立场
和高度推动各国实现合作共赢。

俄罗斯科学院教授兼圣彼得堡大学
教授扬娜·列克休金娜说，中国正以实际
行动开放市场，欢迎外国投资者，推动实
现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中国将为其
他国家带来巨大机遇。

秘鲁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米
格尔·罗德里格斯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向世界表明中国将不断加强与亚太地区
各国的合作，这有助于推动亚太区域经
济一体化进程。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将为其他经济体发展提供巨
大机会，拉动世界经济复苏。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问题专家
伊格纳西奥·马丁内斯认为，中国构建新
发展格局将提升中国发展能力，并通过
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促进自

由贸易，提升本国和合作伙伴在全球贸
易中的参与度。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理事
长许庆琦说，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
造成严重冲击，同时也加速了全球经济
的数字化转型。期待中国发挥数字技术
优势，推动各方分享数字技术抗疫和恢
复经济的经验、全面落实亚太经合组织
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进一步助力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智利基督教人文大学国际关系和政
治学学者安德烈斯·安古洛说，中国支
持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多边贸易机
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多项主张有助于
夯实亚太经合组织基础，中国的新发展
格局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推动
力。

菲律宾智库人民参政权研究中心政
策研究负责人博比·图阿松说，习近平主
席在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坚持开放包容，
坚持合作共赢，这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
蔓延、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当下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中国提倡的多边主义和国
际合作才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越南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原所长、知名经济学家武大略说，从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中国坚持
对外开放、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
一贯立场。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的背景下，中国进一步向世界开放
之举令人称赞，这些举措向地区和全球
各国工商业界传递了积极信号，为全球
经济复苏提振了信心。

文莱资深媒体人贝仁龙表示，中国
发展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提供了规模庞
大的市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
凝聚各国共同发展的共识，提振全球市
场信心，为后疫情时代的各国提供更多
发展机遇。

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
表示，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倡导自由
贸易，有利于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
为全球早日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发挥了
重要作用。

指明亚太合作方向路径 提振全球经济复苏信心
——海外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迪拜11月20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中东地区记者报道：中东各国新冠
肺炎疫情20日继续蔓延，沙特阿拉伯、阿
尔及利亚关注疫苗研发和使用。

沙特阿拉伯卫生部 20日宣布，该国
过去 24 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86 例，
累计确诊 354813 例；新增死亡 16 例，累
计死亡 5745例；新增治愈 448例，累计治
愈 342404 例。沙特卫生大臣陶菲克·拉
比耶当天说，沙特已拨款5亿美元用于疫
苗研发。他表示，世界需要致力于构建
一个更有弹性的系统，以应对未来可能
发生的任何大流行病，避免再次遭受类
似新冠流行所带来的损失。

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门 20日宣布，该
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103例，再创该数据
新高，累计确诊 72755例，累计死亡 2239

例，累计治愈47641例。阿尔及利亚卫生
部专家穆罕默德·曼苏里认为，政府出台
了其能够采取的所有防控措施，目前该国
医疗资源不堪重负，能真正改变局面的办
法是大量使用新冠疫苗。

据伊拉克卫生部 20日消息，当天该
国新增确诊2543例，累计确诊531769例；
新增死亡 49例，累计死亡 11883例；新增
治愈 2904例，累计治愈 460394例。伊拉
克卫生部20日表示，部分伊拉克民众防疫
观念淡薄，在婚葬等场合聚集，考虑到冬
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伊卫生部密切
关注本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危险发展”。

巴勒斯坦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
剧，连续数日确诊病例数骤增。据巴勒
斯坦卫生部 20日公布的数据，当日该国
新增确诊 1472例，再创疫情暴发以来新

高，累计确诊 81294例；新增死亡 8例，累
计死亡 684 例；新增治愈 410 例，累计治
愈69808例。巴卫生部发言人卡迈勒·沙
克赫拉说，为切断新冠病毒传播的可能
途径，卫生部已提升了巴勒斯坦的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能力，由过去每天 4000人
次提升至7000人次。

据以色列卫生部 20日消息，该国当
天新增确诊 699例，累计确诊 327748例；
新增死亡 2例，累计死亡 2744例；新增治
愈614例，累计治愈316544例。以色列总
理办公室及卫生部当天宣布，将疫情严重
的拿撒勒、伊斯菲亚等城市划为“禁区”，
暂停进出拿撒勒、伊斯菲亚等地的交通和
当地商业活动，仅允许接受基本医疗、参
加法律诉讼等活动的民众进出“禁区”。
上述措施自21日起生效。

中东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沙特等国关注疫苗研发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外媒
称，伊朗警告说，如果特朗普在其总
统任期的最后阶段对伊朗或其在该
地区的盟友继续实施打击的计划，
伊朗将作出强烈反应。

据英国《卫报》网站11月17日报
道，特朗普上周研究了打击伊朗主
要核设施的方案，但在其顾问警告
说这可能会导致中东更大范围的冲
突后，他被劝阻不要采取行动。

伊朗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埃
就这种袭击发出了警告。他说：“任
何针对伊朗的行动都肯定会面临毁
灭性的回应。”

报道称，特朗普感到失望的是，
他的最高力度制裁政策没有迫使伊
朗回到谈判桌前。他没有排除在其
任期于明年1月结束前，对伊朗在中
东的代理部队采取其他军事行动的
可能性。

另据路透社迪拜 11 月 18 日报
道，伊朗外长扎里夫说，如果美国的
当选总统拜登取消对伊朗的制裁，
那么伊朗将会全面执行2015年的核
协议，他还说取消制裁可以通过“三
道行政命令”迅速执行。

报道称，扎里夫在接受采访时
说：“如果拜登先生愿意兑现美国的
承诺，我们也可以立即恢复我们在协
议中的全部承诺……在5+1（协议中
的六国）框架下谈判也是可能的。”

扎里夫还说：“我们愿意讨论美
国如何重返协议的问题。接下来几
个月形势会有所改善。拜登用三道
行政命令就可以取消所有制裁。”

报道指出，扎里夫并未坚持要
美国赔偿，而伊朗总统鲁哈尼等领
导人曾表示需要赔偿，以弥补德黑
兰因美国重启制裁所遭受的“损
失”。

伊朗警告将“毁灭性”回应美国袭击

期盼拜登迅速取消制裁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长子

小唐纳德·特朗普和白宫顾问安德
鲁·朱利安尼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已
经自我隔离。

小特朗普的发言人20日说，小特
朗普本周伊始接受检测，结果呈阳
性，随后开始自我隔离。“他迄今没有
任何症状，正在遵守所有防疫指南。”

安德鲁是特朗普私人律师鲁迪·
朱利安尼的儿子。安德鲁 20日在社
交媒体推特发文，确认感染新冠。他
自述症状“轻微”，正在按防疫指南行
事，包括自我隔离并接受密切接触者
追踪调查。

安德鲁 2017 年加入白宫公共联
络和政府间事务办公室。多家媒体
报道，他 19日现身父亲在共和党全
国委员会华盛顿总部召开的记者
会。当时，老朱利安尼和特朗普竞
选团队多名律师在一个房间内向数
十 名 听 众 发 表 讲 话 ，都 没 有 戴 口
罩。 （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据路
透社伦敦 11 月 19 日报道，英国国防
大臣本·华莱士当地时间周四说，英
国很可能会效仿美国减少在阿富汗
的驻军，但英国将继续与阿富汗政府
和美国合作，以保护该国的安全。

报道称，五角大楼当地时间周二
说，到明年1月中旬，特朗普总统将把
驻阿富汗的美军人数从 4500 人大幅
削减至2500人。

华莱士说，美国人目前并没有完
全撤出，英国也没有。

但他说：“我认为，如果他们（美
国）在某个时间减少驻军人数，我们
也会减少。”

联合国启动全球领导人小组

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中国同胞从这个国家北部安全撤离了

英国或效仿美国

从阿富汗撤军

特朗普两身边人

感染新冠病毒
11月20日，一名游客体验骑大象活动。位于泰国东北部的素林府自古以

来因为盛产大象而享有“象之乡”美誉，不少地区家家户户都会圈养大象，这里
也因此成为大象训练的主要场地。每年11月，素林府都会举办大象节庆典，期
间举行大象表演、大象巡游等一系列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参加。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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