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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新华社联合国 7 月 18 日电 第76
届联合国大会18日举行主题为“立刻
采取共同行动：协调全球粮食危机应对
之策”的高级别特别会议。中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张军出席会议并代表全球发
展倡议之友小组发言，就粮食安全问题
阐述小组成员共同立场。

今年中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起
成立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目前已有
60个国家加入小组，共同推动加强国际
合作，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应对全球挑战。此次发言是小组成
立以来的首次共同发言，标志着倡议落
实工作及小组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

张军说，新冠疫情吞噬各国发展成
果，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分化，气候变化
和全球供应链中断引发粮农产品价格
波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
临严峻挑战。全球粮食危机等多重挑战
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

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应对能力，国际社会
必须立即采取共同行动，既要携手应对

短期粮食危机，更要加强全球粮农领域
长期合作。

他指出，首先，要向受粮食危机
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紧
急支持，在粮食生产储运、节粮减
损、增加投资、提升自给能力等领域
协调行动，加强各国和相关利益攸关
方伙伴关系。

其次，要敦促发达国家等各方加强
合作，聚焦粮农系统转型，加强对农民
的科技创新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其增
加就业，消除贫困，加强粮农可持续利
用和保护，保护生态环境。

第三，要维护全球粮农供应链有效
运转，确保粮食、燃料和化肥等农产品
贸易畅通和市场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
制，取消违反世贸组织精神和规则的单
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

张军说，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将
全力以赴，同各国合作落实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确保不让任何一个国
家、任何一个人掉队。欢迎更多国家加
入倡议之友小组。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就粮食安全问题阐述共同立场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人掉队

国际组织称全球农产品行业未来十年面临根本挑战。这是6月29日在也门
萨那拍摄的出售粮食的摊位。 新华社发

新华社莫斯科7月18日电（记者
刘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日
在《消息报》发表署名文章说，没有证
据表明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实
验具有其所声称的“和平”和“民用”
性质。

拉夫罗夫在文中表示，应该密
切关注美国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俄
罗斯近邻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
军事生物活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美国打着“和平”的幌子对最
危险的病原体进行实验，“以便制造
生物武器”。拉夫罗夫说，俄军在特
别军事行动过程中发现的证据清楚
表明美国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

约》，俄方已将相关证据提交给美方
和联合国安理会，要求美方进行解
释的程序已经启动。

拉夫罗夫说，俄方注意到，来自
北约的“教官”和多管火箭炮炮手已
在指挥乌克兰军队的“地面行动”，俄
方希望欧洲方面能够意识到“这会带
来什么后果”。他说，俄方此前曾向北
约国家发出照会，抗议其向乌克兰提
供武器。俄外交部认为北约国家向乌
克兰提供武器是在“玩火”。

拉夫罗夫强调，德国和法国对乌
克兰现政府破坏新明斯克协议的行
为“保持沉默”，通过袒护乌克兰的方
式“扼杀”了新明斯克协议。

俄外长：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在
乌军事生物实验具有“和平”性质

新华社伦敦 7 月 18 日电 （记者
杜鹃 许凤）英国执政党保守党新党
首选举18日举行第三轮投票，4名参
选人获准进入后续角逐，其中前财政
大臣里希·苏纳克继续保持领先。

根据当天的投票结果，4名获得
继续参与保守党党首角逐资格的参选
人分别是苏纳克、前国防大臣彭妮·
莫当特、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

和前负责平等事务的国务大臣凯米·
巴德诺赫，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汤姆·图根达特获得票数最少出局。
苏纳克在前三轮投票中所得票数均为
最多，莫当特始终占据第二位，特拉
斯紧随其后。

本月12日，8名保守党要员得到
足够数量的议会下院保守党议员支
持，获得参与保守党新党首角逐资

格。在分别于13日和14日举行的前两
轮投票中有3名参选人被淘汰。

根据英国议会下院保守党议员团
体“1922 委员会”公布的竞选规则，
下院保守党议员后续还将举行投票，
直至21日议会夏季休会前锁定两名候
选人。选举随后进入第二阶段，保守
党党员将通过邮寄选票的方式选出新
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保守党现有

党员约20万人。
“1922委员会”由保守党议会下院

普通议员组成，在决定党首及首相人
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约翰逊本月7日宣布辞去保守党
党首和首相职务，但将留任至新领导
人产生。保守党新党首选举最终结果
将于9月5日宣布。这意味着，那一天
将揭晓由谁出任下任首相。

英国前财政大臣苏纳克
在保守党新党首选举前三轮投票中领先

新华社洛杉矶7月18日电（记者
谭晶晶）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
会18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
来美国已有超过600万名儿童感染新
冠。

报告显示，截至14日的一周，美
国新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超过7.5万
例，单周增幅为去年同一时期的3倍
多。过去4周，美国新增儿童新冠感染
病例近28.7万例。自新冠疫情暴发以
来，美国已有超过1390万名儿童确诊
感染新冠病毒。

报告指出，自 6 月初以来，全美

各地每周报告的儿童感染病例占全
部确诊病例的比例明显下降，但这
实际上是由于很多儿童新冠确诊病
例未被统计造成的。美国儿童人口
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22%，而在截至
14 日的一周，美国报告的儿童病例
数仅占全部确诊病例数的11.7%。

美国各地对儿童年龄的界定不尽
相同，大部分州将儿童年龄定为0岁
至19岁。美国儿科学会表示，目前迫切
需要收集更多各年龄段的疫情数据，
以评估变异新冠病毒导致疾病的严重
程度及对儿童健康的长期潜在影响。

美国今年以来已有
超600万儿童感染新冠

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19 日 电 （记
者 朱超） 针对有报道称美国太空
军近日正式启动国家太空情报中
心，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9 日表
示，美方应采取负责任的外空行
为，停止推进外空军事化武器化进
程，切实承担起维护外空和平与安
全的应有责任。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美国太空军近日正式启动
国家太空情报中心，有评论认为，
该机构的成立体现了美国在太空领
域扩张和获胜的战略野心，将加剧
全球军备竞赛向外太空扩展的态
势，威胁人类整体安全。你对此有
何评论？

赵立坚说，外空是全球公域，与
人类安全福祉息息相关，防止外空军

备竞赛，是确保外空和平、安宁、可
持续利用的重要前提。

赵立坚说，美方是外空武器化和
战场化的主要推手。长期以来，美
国奉行“主导外空”战略，公然将
外空界定为“作战疆域”，并为此大
力研发部署定向能、“反卫星通信系
统”等多种进攻性外空武器，频繁
举行军事演习，全面推进外空军力

建设和作战准备。“美国将自己情报
窃密、抵近侦察那一套复制到太空
领域，必将给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严
重消极影响，对外空和平与安全构
成严峻威胁。”

“美方应采取负责任的外空行为，
停止推进外空军事化武器化进程，切
实承担起维护外空和平与安全的应有
责任。”赵立坚说。

外交部发言人

美方应停止推进外空军事化武器化进程

7月18日，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在
首都阿尔及尔欢迎到访的意大利总理
德拉吉（右）。

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 18 日在首都
阿尔及尔会见到访的意大利总理德拉
吉。特本在联合记者会上说，阿方 19
日将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法国道达
尔能源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等能源
公司签署一项总额为 40 亿美元的协
议。通过该协议，阿尔及利亚将向意
大利输送“非常多”的天然气。

新华社发

输 送

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
昆日前接受中国媒体书面采访时说，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受到国际社
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热烈欢迎，柬
埔寨强烈支持这一倡议。他认为，这
一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又一公共
产品，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减少贫困、
保障粮食安全，将有助于加强国际发
展合作，加快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布拉索昆表示，柬中关系经受住了时

间的考验。在两国历代领导人的不断培育
下，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并不断深化，双方合作成果丰硕。

他说，柬埔寨首相洪森多次表
示，柬各领域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支持
和帮助。中国是柬最大贸易伙伴、最
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和最大发展援

助伙伴。中国为柬埔寨抗击新冠疫情
提供的援助在促进柬经济复苏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布拉索昆指出，柬埔寨正在进行大
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路、桥梁、海
港、机场、水电站、通信设施等项目，这
些都是柬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他表示，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
下，柬中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金边-

西港高速公路、暹粒新国际机场等项目
上开展合作，这些项目将为进一步提振
柬经济作出重要贡献。此外，随着中国
通过奖学金、研究中心等帮助加强柬埔
寨软基础设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还
促进了双方在机构能力建设、知识共享
和人力资源开发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新华社记者 吴长伟
（新华社金边7月19日电）

全球发展倡议受到发展中国家热烈欢迎
——访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

新华社墨西哥城7月18日电（记者
吴昊 朱雨博）由中国企业制造的墨
西哥首都地铁一号线改造项目首列
地铁车辆“云下线”仪式18日在墨西
哥城举行。来自中国的地铁车辆将助
推当地轨道交通现代化。

墨西哥城市长克劳迪娅·欣鲍姆
在仪式上介绍说，首都地铁一号线
现代化改造项目包括新造 29 辆列
车，首辆列车由中国中车旗下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研制生产，
下线亮相后将运至墨西哥，其余28
辆列车将由两国合作生产。目前，
中方已培训150名墨方技术人员。她
表示，这个项目将为当地提供技术

经验、创造就业。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祝青桥在仪

式上表示，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服
务墨西哥城人民指日可待。越来越多
中企看好墨西哥市场，加快来墨投资
兴业步伐，促进墨工业化和当地就
业。墨西哥城是众多中企在墨投资首
选地，以中车为代表的中企将为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中国中车于2020年 12月获得墨
西哥城地铁一号线整体现代化改造
项目合同。项目内容涉及投融资、车
辆新造，以及既有车辆通信信号系
统、线路及机电系统全面现代化升级
改造、全系统维保等。

中企助力墨西哥首都地铁现代化改造

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18日电（记者
任珂）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18日
发布报告说，欧盟和英国总计近一半
的领土正面临干旱风险。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在这
份报告中指出，对欧盟干旱情况的发
展和影响的分析表明，欧盟和英国总
计 44%的领土在 7 月份面临干旱风
险，还有9%的领土处于更严重的警
报状态，且农作物已受缺水影响。

报告说，欧盟多个国家和英国冬
春两季雨水已经不足，今夏以来的热
浪进一步使多个国家的河流流量受

到严重影响，蓄水量枯竭。降水缺失
意味着土壤含水量显著减少，这使得
植物更难从土壤中提取水分。

报告警告说，缺水和高温将导致
法国、罗马尼亚、西班牙、葡萄牙和意
大利的农作物产量下降。报告建议，
为解决缺水问题，受影响国家需要采
取特殊的水和能源管理措施。

欧洲大部分地区目前正处于热
浪之中，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与气候变
化有关。南欧部分地区的气温已升至
40摄氏度，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部
分地区还遭受严重的山火。

欧盟和英国领土面临干旱风险

新华社开罗 7 月 19 日电（记者
姚兵 马尔瓦·叶海亚）一辆大巴与
一辆卡车19日在埃及南部明亚省沙
漠公路上相撞，造成至少22人死亡、
33人受伤。

明亚省省长乌萨马·卡迪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大巴从南部索

哈杰省开往开罗，撞上停在路边更换轮
胎的卡车，事发地点距离开罗约200公
里，伤者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

由于路况较差和司机交通规则意
识淡薄，埃及交通事故频发。为减少交
通事故，近年来埃及政府致力于升级
公路网，并大量修建公路和桥梁。

埃及交通事故22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