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3日就美國領
導人聯大涉華講話發表談話。他表

示，令人遺憾的是，美方利用聯合國講
台，罔顧事實，編造謊言，出於不可告人
的政治目的，對中國進行無端指責抹黑，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事實再次證明，單邊
主義和霸凌行徑是全世界面臨的最嚴重威
脅。
謊言代替不了真相。中國應對疫情的表

現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人民自有公論。
新冠病毒是全人類的共同敵人，中國是病
毒受害國，也是全球抗疫貢獻國。中國第
一時間報告疫情，第一時間確定了病原
體，第一時間向世界分享了基因序列。在
確定病毒出現人傳人現象之後，中國在第
一時間果斷作出關閉離開武漢通道的決
定。1月23日，中方關閉離漢通道時，中國
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一共只有9例確診病例，
美國只有1例。1月31日，美國停飛中美直

航航班，2月2日，美國對所有中國公民關
閉邊境，當時美國公布的確診病例也只有
10餘例。中國抗疫行動公開透明，時間經
緯清清楚楚，事實數據一目了然。

促摒棄病毒政治化
美國反覆就疫情問題對中國進行無端指

責，目的是企圖把本國應對疫情不力的責
任「甩鍋」他人，這完全是徒勞的。美方
無理攻擊並退出世界衞生組織，危及全球

抗疫合作，不僅給世界人民帶來傷害，也
會讓本國人民繼續付出慘重代價。美國現
在要做的是，停止政治操弄，摒棄將病毒
標籤化、政治化的做法，同國際社會一道
抗擊疫情，而不是推卸責任，抹黑別人。

應盡責護地球家園
在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問題上，事實也是
清楚的。中國積極承擔符合自身發展階段和
國情的國際責任，實施了一系列政策行動，
成績有目共睹。我們提前完成2020年氣候行
動目標。中國將更新並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
度，進一步體現了中國願與各國攜手共建充
滿生機、清潔美麗的世界的美好願景和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
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是《聯合

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首批締約國，並

為達成《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及其
實施細則作出重要貢獻。
反觀美國，作為全球累計排放溫室氣體

最多的國家，美國既不批准《京都議定
書》，又退出《巴黎協定》，否認自身約
束性量化減排任務，拒絕為保護地球家園
採取最低限度行動，徹底游離於全球碳排
放體系和安排之外，嚴重阻礙了全球減
排、促進綠色低碳發展等相關進程。美國
是世界上最大的固體廢棄物出口國和人均
塑料消費大國，但拒絕批准《巴塞爾公
約》，為全球塑料垃圾等治理進程設置障
礙，將大量廢棄垃圾轉移至發展中國家，
給當地和全球環境帶來了極大危害。這樣
一個國家有什麼資格指責中國？
我們奉勸美方，停止玩弄政治遊戲，摒

棄單邊主義，為世界盡到應有的責任。

美國有何資格指責中國？
危全球抗疫 阻世界減排

當
地時間22
日 早 上 9
時，本屆聯大
一般性辯論仍然
與往年一樣，在紐約
聯合國大廈的4層大會
議廳召開。今年聯大首次以
各國領導人事先錄好的視頻代替
現場發言，而發表講話的嘉賓層級
之高史無前例。

特朗普競選演說搬上聯大
美國總統特朗普第二個出場。他的講
話時間非常短，比聯大規定的15分鐘還
少了一半，只有七八分鐘。特朗普一開
場就說要對抗「中國病毒」，指責中國
助長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衛報》
22日稱，特朗普的演講「似乎是對中國
的全面攻擊」。同時他也再次攻擊了世
界衞生組織。可笑的是，他稱美國正在
帶頭尋找疫苗和「結束疫情」，「我們
將戰勝病毒，我們將結束大流行，並進
入一個繁榮、合作與和平的新時代」。
美聯社22日的報道說，特朗普還利
用他的講話來宣傳他最近幫助促成的兩
項國際協議，並自誇「我們擁有世界上
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我們頂住了中國
數十年來的貿易濫用」「我們重振了北
約聯盟」「我們與墨西哥、危地馬拉、
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建立了歷史性的夥
伴關係」等等。同時他又推銷「美國優
先」政策，來表達對全球化的反對。還
聲稱 「美國的繁榮是全球自由和安全
的基石」。
「在聯合國大會議廳的大屏幕上，這

位美國總
統有效地將他的
鷹派競選演說轉移到了
全球舞台上」，法新社不無諷刺
地評價說。「他在許多方面自誇」，俄
《共青團真理報》22日報道稱，這是合
乎邏輯的，因為美國將在一個月後舉行
總統大選。

華行動主義日增全球樂見
當天，習近平主席排在第四個發言。
習近平在發言中指出，人類正在同新冠
肺炎疫情進行鬥爭。各國人民守望相
助，展現出人類在重大災難面前的勇
氣、決心、關愛，照亮了至暗時刻。習
近平還宣布了中國支持聯合國發揮核心
作用的重大舉措。習近平也強調，中國
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走的是和
平發展、開放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
展的道路。中國永遠不稱霸，不擴張，
不謀求勢力範圍。中國將繼續做世界和
平的建設者、 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
際秩序的維護者。
外媒迅速報道和轉引習近平講話內

容。《衛報》分析說，與特朗普不同，
習近平說的是多邊外交的語言。他說，
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力爭在2030年
達到峰值，並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
碳中和。習近平還宣布將向聯合國新冠
肺炎疫情全球人道主義應對計劃再提供
5,000萬美元支持；設立規模5,000萬美
元的第三期中國－聯合國糧農組織南南
合作信託基金。
由於這是一個預先錄製的演講，沒有

對特朗普在演講中的攻擊作出回應，但
有一些不點名的對單邊主義的抨擊。習
近平說，面對經濟全球化大勢，像鴕鳥
一樣把頭埋在沙裏假裝視而不見，或像
堂吉訶德一樣揮舞長矛加以抵制，都違
背了歷史規律。這些西方文學內容的引
用顯然是針對特朗普政府。
「在聯合國，中國領導人稱無意跟任

何國家打冷戰熱戰。」路透社22日以

此為題報道說，習近平在聯大講話時表
示，中國「堅持以對話彌合分歧，以談
判化解爭端；我們不追求一枝獨秀，不
搞你輸我贏」。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網站22日稱，在

過去的幾年裏，世界看到中國在國際機
構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展現更多的力
量。中國日益增長的行動主義，讓我們
得以窺見其在全球治理事務上發揮更大
作用的抱負。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綜綜

合合《《環球時報環球時報》》及中及中

新社報道新社報道，，中美兩國領中美兩國領

導人當地時間導人當地時間2222日在第日在第

75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

上的發言上的發言，，引起國際輿論的高度引起國際輿論的高度

關注關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講話充斥着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講話充斥着「「中國中國

應該對新冠肺炎疫情負責應該對新冠肺炎疫情負責」」的荒謬指責和陳的荒謬指責和陳

詞濫調詞濫調，，以及對他所謂以及對他所謂「「政績政績」」的自我吹的自我吹

噓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則在講話中強調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則在講話中強調，，

「「大國更應該有大的樣子大國更應該有大的樣子，，要提供更多全球要提供更多全球

公共產品公共產品，，承擔大承擔大

國責任國責任，，展現大國擔展現大國擔

當當」。」。中美兩國領導中美兩國領導

人所展現的立場獲得了人所展現的立場獲得了

世界截然不同的評價世界截然不同的評價。。美聯美聯

社說社說，「，「特朗普在聯合國不受歡特朗普在聯合國不受歡

迎迎，，他今年的演講正值聯合國成員國對華盛他今年的演講正值聯合國成員國對華盛

頓發起反擊頓發起反擊」。」。英國英國《《衛報衛報》》稱稱，，以一幅長以一幅長

城畫為背景的中國領導人扮演了一個城畫為背景的中國領導人扮演了一個「「成年成年

超級大國超級大國」」的角色的角色，「，「與特朗普不同與特朗普不同，，習近習近

平說的是多邊外交的語言平說的是多邊外交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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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中國問題專家、俄中友協第一副
主席庫里科娃：
基於公正、尊重法律以及保護人權等原
則，中國領導人在講話中提出了多項聯
合國在後疫情時代如何發揮作用的建
議。這些建議是對中國在國際事務中一
貫秉持政策的重申，也是對新型國際關
係概念的捍衛。

泰國開泰銀行高級副總裁蔡偉：
中國經濟騰飛奇跡印證了一個開放型經
濟模式的成功。目前，全球經濟正面臨
嚴峻考驗，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
開放型世界經濟將為各國提供資源共
享、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機會。

巴西里約熱內盧州立大學國際關係專家
毛里西奧．桑托羅：
贊同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提出的重要主
張。在發展綠色經濟方面，中國成果顯
著。全球對綠色經濟的投資正日益增加。

埃及開羅大學政治學教授努爾漢．謝赫：
中國旗幟鮮明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
義，並努力幫助發展中國家探索適合本
國國情的發展模式。

巴勒斯坦總統國際關係顧問納比勒．沙阿
斯：作為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和聯合國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是聯合國事業的
堅定支持者，中國始終致力於維護以聯合
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中國的各項倡議着
眼於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是對現有國際體
系的補充和完善。

烏茲別克斯坦國立世界語言大學教授圖
爾蘇納利．庫茲耶夫：
習近平主席的講話強調要堅持走多邊主
義道路，推動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
等、規則平等，這為當今世界指明了發
展方向，在當前形勢下具有重要意義。

■特朗普在聯大發言。 美聯社

■習近平22日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
上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中美元首聯大發言 世界評價迥異
習近平倡多邊展大國擔當習近平倡多邊展大國擔當 特朗普只顧自誇硬谷選情特朗普只顧自誇硬谷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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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
23日晚在北京以視頻方式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
雷斯。
習近平強調，聯合國成立75年來，為世界和平
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國際社會要以隆重紀念聯合
國成立75周年為契機，重申對多邊主義的堅定支
持，重申對聯合國憲章的莊嚴承諾。中國作為聯合
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將堅定支持聯合國在國際事
務中發揮核心作用，堅定支持聯合國工作。

搞單邊主義和霸權必失人心
習近平指出，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還在全球蔓
延，全球抗疫不能鬆勁。中方願意毫無保留同各
方分享經驗做法，並繼續向有需要的國家提供支

持和幫助。中方堅定支持聯合國系統特別是世界
衞生組織發揮關鍵領導作用，加強國際合作和聯
防聯控，共同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中國將
履行承諾，在疫苗研發完成並投入使用後，將其
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為實現疫苗在發展中國家可
及性和可負擔性作出貢獻。
習近平指出，疫情催生了不少新問題，但歸結

起來，還是離不開和平與發展問題。安理會要發
揮集體安全機制作用，常任理事國要作表率。搞
單邊主義和霸權必失人心。

世上只有聯國一個國際體系
習近平指出，疫情也放大了全球治理體系中不

適應、不匹配的問題。各方應該思考如何加以完

善，而不是推倒重來，另搞一套。世界上只有一
個體系，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
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中國從不搞意識形態對抗，從不主張
脫鈎，從不想稱王稱霸。我們想得最多的，是讓
14億中國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為人類作出更大
貢獻。但是，我們也不會坐視國家主權、民族尊
嚴、發展空間受損，會堅定維護自身正當權益，
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習近平強調，各國互聯互通，命運休戚與共。

要超越國家、民族、文化、意識形態界限，站在
全人類高度，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
設好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
古特雷斯表示，當前世界面臨新冠肺炎疫情、

氣候變化等諸多危機和挑戰，更加需要多邊主
義，更加需要國際合作，更加需要強有力的聯合
國。感謝中國一貫給予多邊主義和聯合國堅定支
持。有了中國的支持，聯合國才能夠更好地履行
職責。中國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方面
發揮着重要作用。我高度讚賞習近平主席日前在
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中國在踐行多邊主義、應對氣
候變化、促進可持續發展等方面提出的一系列重
大倡議和舉措，支持中國推動共建「綠色絲綢之
路」，支持中國同非洲和發展中國家深化合作。
聯合國希望同中國繼續加強合作，期待中國發揮
領導作用。我相信中國完全有能力實現自身發展
並為世界作出更大貢獻。
楊潔篪、王毅等參加會見。

習近平會見聯合國秘書長：中國不脫鈎不稱霸維權益護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