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日内瓦6月26日电)

当地时间6月26日，世卫
组织更新了其领导的“获得抗
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国际
合作倡议的投资需求

该倡议将围绕诊断、疗
法、疫苗以及卫生系统和社区
网络连接这四个支柱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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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未来 12 个月所需投资
将达313亿美元

34亿美元
已获认捐

剩余279亿美元
资金缺口中有 137亿
美元需求迫切

世卫组织计划到2021年中

向中低收入国家交付 5亿件
新冠检测工具和2.45亿个疗程的
治疗药物

到2021年底向全球提供 20
亿剂新冠疫苗

其中 10亿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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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舰岛军舰岛””史实遭篡改史实遭篡改
韩日展开新一轮交锋韩日展开新一轮交锋

分析人士认为，围绕“军
舰岛”问题再度掀起的“历史
战”使本就龃龉不断的韩日关
系蒙上新的阴影。

本月初，韩国政府宣布将
重新就日本采取对韩出口管
制措施诉诸世界贸易组织，原
因是日方缺乏以对话化解贸
易争端的意愿。日本外务大
臣茂木敏充当天对韩国政府
的决定表示“遗憾”。

韩国最高法院2018年10
月至11月两度裁定日本企业
赔偿二战期间遭强征的韩国
劳工。去年7月，日本宣布对
出口韩国的3种半导体工业原
材料加强审查和管控。此举
被韩方认为是日方的“经济报
复”。韩方随后采取多项应对
措施，包括诉诸世贸组织，但
相关程序在去年11月暂停。

有关日本强征韩国劳工

的索赔问题悬而未决，由此引
发的韩日矛盾不断发酵，最终
传导到经贸领域。如今，韩日
经贸摩擦未见明显降温，在强
征劳工这一历史问题上的争
端再掀波澜，未来两国恐将围
绕相关问题产生更多纷争。

日本分析人士认为，如果
在劳工问题上的对立得不到
消除，日韩可能“重回对决模
式”。

韩国舆论认为，韩日两
国有必要进行危机管理，减
少历史问题对经贸领域的
负面影响。两国应通过对
话磋商和外交努力，寻求改
善关系的突破口，尽可能避
免出现矛盾升级和正面冲
突，不断为促进关系缓和寻
找契机。

（新华社首尔6月27日电
记者陆睿）

包括“军舰岛”在内的23处日本
“明治工业革命遗址”2015年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文化遗产。
而这座岛被韩国舆论称为“地狱
岛”。二战期间，大量来自朝鲜半岛
等地的劳工被强征到这座小岛上劳
动，受尽非人折磨甚至被虐致死。

在世界文化遗产审议的过程中，
日本承认曾强征他国劳工在遗址的
恶劣环境中作业，并承诺将采取一系
列后续措施，向世人告知强征劳工的
史实，包括建立一座遗址信息中心来
介绍这段历史。世界遗产委员会在
将这些遗址列入世遗名录时也提出
条件，要求日本“讲述整体的历史”。

本月中旬，日方承诺设立的信息
中心落成并对外开放。但日本政府
不仅没有按照承诺在展厅内展示二
战期间强征劳工的相关历史，反而展
出了部分歪曲、篡改历史的资料，称

“军舰岛”上的外国劳工未曾被奴役，
也未曾受到不公对待。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朴良
雨25日发文批评日方隐瞒历史、背
弃承诺。他说，日本政府歪曲事实、
违反约定的行为从根本上损害了以
真实和信任为基础的世界文化遗产
制度，从这种意义上说，日本申遗成
功的遗址已经丧失了作为世界文化
遗产存在的意义。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已于22
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
莱递交信函，呼吁这一机构将包括

“军舰岛”在内的日本明治时期工业
革命遗址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

日本共同社发表评论说，二战期
间，朝鲜半岛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军舰岛”上，许多朝鲜半岛的劳工
被强迫进行非人道的劳动，日本政府
的此次展览并未全面展现真实的历
史。共同社评论认为，这种隐瞒历史
的做法是极其不诚实的，恐将助长历
史修正主义，从而招致国际社会对日
本的强烈批判。

世卫拟筹集
313亿美元应对新冠
包括采购20亿剂疫苗

欧盟成员国未就开放外部边界达成一致
美国、巴西等疫情较重国家不会出现在第一批开放对象名单上

欧洲联盟计划7月1日开始逐步向非欧
盟国家开放边界。欧盟成员国本月26日未能
就最先向哪些国家开放边界达成一致。不过
多名欧盟外交官透露，美国、巴西等疫情较重
国家不会出现在第一批开放对象名单上。

27个成员国驻欧盟总部外交官
员26日下午商谈开放欧盟外部边
界事宜，谈至深夜仍没能达成一致。

欧盟3月中旬关闭外部边界，
除非确有必要，不允许欧盟外部人
员入境。随着新冠疫情缓解，欧盟
委员会本月11日建议成员国7月
1日起向包括西巴尔干地区国家在
内的一些非欧盟国家开放边界。

依照建议，这些非欧盟国家的
公民届时可以进入欧盟地区且无
需接受隔离。德新社说，过去几
周，欧盟成员国就哪些国家可以入

选第一批开放对象名单争论激烈。
欧盟委员会25日就首批开放

对象名单的准入“门槛”提出建
议，主要包含三项内容。第一项
是该国最近新增感染者占人口比
例与欧盟水平“相当或表现优于
欧盟”，欧盟过去两周平均每10万
居民中大约有16人感染新冠病
毒。第二项是该国疫情走势平
稳，或新增病例逐步减少。第三
项是该国应对疫情得力，包括追
踪与感染者密切接触人员、抑制
病毒扩散方面的举措有成效等。

欧盟委员会本月11日建议，各成员
国首先取消对彼此人员的边界管控，然后
再逐渐向外部国家开放边界。在边界管
控问题上，欧盟只能向各成员国提出建议。

近两周来，多个欧洲国家重新向欧
盟国家、申根区国家或英国开放边界，但
还有一些国家没有取消边界管控。希腊
目前仍要求从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
牙入境希腊人员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在
得到检测结果前自我隔离。捷克说，不
会允许来自葡萄牙、瑞典和波兰部分地
区的游客入境。

申根区国家共26个，除部分欧盟国

家外，还包含瑞士、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
登4个非欧盟国。根据申根协议，申根区
内部允许人员自由通行，新冠疫情暴发
后，多个申根区国家采取边界管控措施。

一名外交官27日告诉法新社，希腊
和葡萄牙对目前拟议中的名单最不满
意，认为名单太短，正积极争取让更多国
家入选。这名外交官说，夏季是旅游旺
季，本国经济高度依赖旅游业的国家“希
望越早开放越好，能向越多国家开放越
好，但其他国家对快速行动以赶上这8
周旅游旺季兴趣不大”。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纽约6月26日电 美国微软公司26
日宣布，将永久关闭其全球实体店铺，把零售业务
转移到线上。

受新冠疫情影响，微软自今年3月起临时关
闭所有实体店。微软在全球约有100家实体店，
其中绝大多数位于美国本土。实体店主要展示和
销售笔记本电脑等硬件产品。

微软当天发表声明说，公司将采取新的零售
策略，未来继续投资于线上商店，每月在全球190
个市场为超过12亿顾客服务。公司还将打造四家
体验中心，利用分别位于纽约、伦敦、悉尼以及微软
总部所在地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市的四家实体店铺
改造而成。

微软还表示，关闭实体店预计将耗资4.5亿
美元，但公司不计划裁员。有行业人士指出，微软
关闭实体店也是由于其推出的Surface平板电脑
等产品在消费市场上反响平平。

微软宣布
将永久关闭实体店

新华社华盛顿6月26日电（记
者孙丁 徐剑梅）美国国会众议院26
日表决通过一项由民主党人提出的草
案，支持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成
为美国第51个州。

众议院中民主党人占多数，当天
的投票结果为232票赞成、180票反
对，基本按照党派划线，仅有1名民主
党人投出反对票，没有共和党人投出
赞成票。

这项草案提出缩小联邦特区，仅

囊括白宫、国会大厦、联邦最高法院以
及国家广场上其他联邦建筑等，华盛
顿哥伦比亚特区余下区域成为一个
州，名为“华盛顿道格拉斯邦”，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市长则成为州长。

此外，草案准许“华盛顿道格拉斯
邦”在美国国会拥有2名参议员和1
名众议员，均享有投票权。目前，华盛
顿哥伦比亚特区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中
没有正式代表，在众议院中有1名代
表，但没有投票权。

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
西26日说，在过去超过两个世纪以
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居民交税，在
军队中服役，并为美国经济作出贡献，
却无法享有全部公民权。

不过，这项草案不太可能成为法
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
奇·麦康奈尔此前明确表示，他不会把
民主党人的草案提上参议院的议程。
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也认为该草案
违反美国宪法。该局表示，如该草案

在国会通过被呈交至白宫，顾问们将
建议总统予以否决。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接受美国媒
体采访时说，他反对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区成为州，不会让民主党人在国会
中拥有更多席位。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位于美国东
海岸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之间，目前
有人口约70万，人口多于怀俄明州和
佛蒙特州。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民
主党选民占绝大多数。据美国媒体统

计，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时，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华盛顿哥
伦比亚特区超过90%的选票。

179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批准
在波托马克河畔建立首都特区，由美
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选址。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美国联邦
政府所在地，也是外国驻美大使馆以
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
际组织总部的所在地，还拥有许多知
名博物馆、艺术馆等。

美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一项由民主党人提出的草案

支持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成为美国第51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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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标准 “越快越好”

默克尔：

美国若不承担全球性大国责任
欧洲需重估同其关系

据新华社柏林6月27日电（记者张远 任珂）
据德国《南德意志报》27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
说，美国如果不愿承担全球性大国责任，欧洲需重
估欧美关系。

默克尔是在就美国计划缩减驻德美军一事接
受该报采访时作上述表示的。她说，美欧同盟对
欧盟每一个成员国都具重要价值。美国在德驻军
关乎德国及北约欧洲部分的利益，同时也是在保
护美国自身的利益。欧洲有重要理由依赖跨大西
洋的防务共同体和共同的核保护体系。

默克尔表示，尽管在防务上欧洲应比冷战时
期扮演更重要角色，但“美国如果从这种（全球性
大国）角色中解脱出来，我们将不得不（对欧美关
系）进行根本性思考。”

本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驻德国美军
将大幅减员，并指责德国在北约军费分担中贡献
不足。这一决定引发德国政界不满。此间不少分
析人士认为，这是美国与德国等传统欧洲盟友的
关系出现倒退的一个信号。

东盟各方期待
年内签署RCEP

新华社河内6月27日电（记者黄硕 王迪）第36
届东盟峰会26日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在27日发
布的峰会主席声明中，与会各方表示，期待今年年底
前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本届东盟峰会由轮值主席国越南主持。在这
份峰会主席声明中，与会各方还强调，东盟及其主
要贸易伙伴间的多项自由贸易安排和谈判取得进
展，有助于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及建立有弹性的
供应链。

在26日发布的另一份声明中，与会领导人同
意尽最大努力于年内达成现代、全面、高质量、互
惠的RCEP，并表明东盟及其伙伴对维护开放、包
容、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坚定承诺。

RCEP部长级视频会议于23日举行，东盟10
国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经贸部长
参会。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表示，与会各方按照
第三次RCEP领导人会议上的共识，致力于今年
签署协定。

RCEP由东盟10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6个对话伙伴国参
加。第三次RCEP领导人会议2019年11月在泰
国曼谷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15个国家结束
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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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
法国-德国
边境挥舞欧
盟旗帜和德
国国旗。
新华社/法新

韩国常驻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代表金东起25日
批评，日方在宣传包括“军
舰岛”在内的明治时期工
业革命遗址时歪曲历史，
没有遵守当初将这些遗址
申请成为世界遗产时的承
诺。韩国外交部此前证
实，韩方已经致信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呼吁将日本
明治时期工业革命遗址从
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

韩国对“军舰岛”作为
日本明治时期工业革命遗
址成为世界遗产的不满由
来已久。因日方未能信守
申遗承诺如实披露历史真
相，两国展开新一轮交锋。

爱尔兰三党批准
组建联合政府协议

新华社都柏林6月27日电 据爱尔兰国家广
播电视公司26日报道，爱尔兰共和党、统一党和
绿党当天分别投票通过了一份由三党共同组建联
合政府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共和党领导人米
歇尔·马丁将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

根据协议，新政府将实行总理轮值制，共和党
领导人马丁将首先出任新政府总理至2022年12
月底，之后统一党领导人利奥·瓦拉德卡将接任总
理职务至本届政府五年任期结束。

6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总统马克龙26日举
行视频会晤，讨论了广泛的双边和国际问题。

新华社/路透

俄法领导人视频会晤
讨论双边和国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