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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些机构和政客近期在环境领
域污蔑诋毁中国，发布所谓“中国破坏环
境事实清单”，还大言不惭称美国才是全
球环境保护的贡献者。如此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玩的依然是“贼喊捉贼”的旧
把戏。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谁在行动，谁
在空谈，谁在做贡献，谁在搅局？世界人
民心里有本明账。大量事实证明，美国
才是国际环境合作的最大破坏者，是全
球生态环境的最大威胁。

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大开“倒
车”，严重破坏全球气候治理努力。作为
全球累计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美
国人均碳排放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3.3
倍。但美国一面在国内大肆撤销环境监
管法规，为化石能源行业松绑，一面在国
际上拒不批准《京都议定书》，悍然退出

《巴黎协定》，否认自身约束性量化减排
任务，彻底游离于全球减排体系和安排

之外。美国一家气候研究机构预测，这
将导致美在 2035 年前额外排放 18 亿吨
温室气体。作为迄今唯一退出《巴黎协
定》的缔约方，美国践踏多边体系，对国
际法和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严重
阻碍了全球减排进程。英国广播公司文
章指出，美国的“退步”，将使全球无法实
现应对全球变暖的目标。

美国不落实国际环境承诺，严重损害
全球环境治理的公平。自1992年批准《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美国减排承
诺履行缓慢，2017年干脆撕毁承诺。自
2018年起，美连续3年拒绝履行提交“双
年报告”和“国家信息通报”等义务。对于
履行多边环境条约的捐资义务，美国更是
大打折扣，总是欠款不缴。截至目前，美
国对全球环境基金历史欠款高达1.11亿
美元，欠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会费数千万美
元。美拒不兑现资金承诺的行为，大大削
弱了相关机制向发展中国家供资能力，对
全球气候环境合作造成严重掣肘。

美国选择性“缺席”多边环境条约，
严重拖累全球环境治理效率。美国是世
界上最大固体废弃物出口国和人均塑料
消费大国，但迄今不批准《巴塞尔公约》，
阻挡全球塑料垃圾管控进程，将大量废
弃垃圾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给当地和全
球环境带来极大危害。据美国非政府组
织“巴塞尔行动网络”发布的调查报告，
美国公司2020年仍在非法向发展中国家
出口危险电子废物。此外，在化学品管
控、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美国拒不批
准相关多边公约或议定书，长期游离于
多边治理体系之外，充分暴露其对全球
环保与多边合作的漠视态度。

美国频繁阻挠国际环境合作，严重
迟滞全球环境治理进程。美个别政客多
次发表谬论，公然挑战应对气候变化的
国际科学共识。美在二十国集团等多个
多边机制中蓄意作梗，严重削弱国际机
制在气候议题上的引领作用。在环境资
金和项目审批领域，美国频频制造矛盾，
多年来屡次捏造所谓人口贩运、侵犯人

权等理由，无端打压发展中国家的气候
变化、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项目，中国、
古巴、苏丹、赤道几内亚、刚果（布）、老挝
等多国项目均遭受过其无理刁难。

美方自身劣迹斑斑，却不断抹黑诬
蔑别国的环保努力，其发布的所谓的“事
实清单”，只是一份在铁的事实面前一戳
即破的“谎言清单”。事实胜于雄辩，公
道自在人心。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
成效和贡献，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中国
提前两年完成 2020 年气候行动目标，
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四分之一
来自中国，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占全球一半以上……最近，中国宣布力
争使二氧化碳排放于 2030 年前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保护生态
环境需要全球通力合作。奉劝美方停
止政治操弄和恶意毁谤，担起应有责
任，少给国际环境合作添麻烦，多为子
孙后代做实事。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阻碍减排进程，贻害全球生态环境
——美国威胁全球安全“七宗罪”之四

今年5月25日，美国明
尼苏达州非洲裔男子弗洛
伊德遭白人警察压迫颈部
近9分钟后死亡，引发全美
各地长时间、大规模反对种
族主义和警察滥用暴力的
抗议示威。激进的白人至
上主义者也走上街头，种族
矛盾日益激化。

抗议浪潮在 8 月 23 日
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非洲
裔男子布莱克遭白人警察
枪击而瘫痪后再次升级。

9月23日，肯塔基州路
易斯维尔市大陪审团裁定，
就非洲裔女子泰勒 3 月在
警方执法过程中遭枪击死
亡案件，3名当事警员中，两
人因“正当理由”开枪，不予
起诉。另一名警员因发射
的子弹射入泰勒邻居家，威
胁住户安全，受到“肆意危
害”罪名指控，但该指控与
泰勒中弹身亡没有直接关
联。这一决定宣布后，路易
斯维尔市立刻爆发抗议活
动，华盛顿、纽约和亚特兰
大等城市也因此爆发抗议
活动。

（新华社北京10月29
日电）

今年以来，美国涉警种族暴力事件
频发，执法部门始终未从源头上反省种
族主义危害，民众压抑已久的怒火一再
燃起。

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政治极化加剧，
美国社会由种族矛盾撕扯的伤痕恐将进
一步加深，类似悲剧难免会再次发生。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种族歧视问题是今年美国大选的
主要议题之一。过去几个月里，美国警
察对非洲裔滥用暴力的现象屡见不鲜，
让这一群体感觉“无法呼吸”的一幕幕
悲剧不断在美国上演，甚至有愈演愈烈
之势。

除遭受警察暴力外，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非洲裔问题专家工作组2016年公
布的调查报告指出，美国政府未能履行
保护非洲裔美国人权利的责任，制度性

和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持续存在，对非洲
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造成了负面影响。

相关统计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美
国非洲裔家庭净资产为零或负数；非洲
裔在教育、工作中遭受普遍的歧视和欺
凌……新冠疫情下，由于很多非洲裔美
国人从事容易感染病毒的工作，且难以
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感染新冠病毒的
非洲裔美国人死亡率高于白人。

据美国媒体报道，26日下午，两名费
城警员与被指手持刀具的27岁非洲裔
男子华莱士当街对峙，将其射杀。

华莱士家人说，华莱士有精神疾病，
正在接受药物治疗。事发时，家人拨打
911电话意在寻求医疗急救，而不是寻求
警察干预。警方调查发现，两名警员至
少各开7枪，他们现已被调离岗位。

华莱士遭射杀后，目击者将视频上
传网络。26日晚，防暴警察与示威者发
生对峙和冲突，一些人趁乱破坏和抢劫
商店。27日晚，费城再度发生抗议和骚
乱，上千人涌入一家购物中心抢劫。两
晚骚乱中，共有53名警察受伤、172人被

捕。
华莱士之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

纽约市和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等地也引发
示威。

费城市长肯尼28日说，宾夕法尼亚
州国民警卫队将部署到费城，协助警方
维护治安。费城警方称，将在“不久的将
来”公布警察随身摄像头拍下的枪杀事
件视频。

针对费城发生的抗议和骚乱，谋求
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内华达
州竞选集会上呼吁强硬维护“法律与秩
序”，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27日则悼
念“又一个美国黑人生命的逝去”。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市政府28日宣布，因警方枪杀一名非洲裔男子引发连续两晚的抗议和骚
乱，费城当天21时至次日6时实施宵禁。

美国大选近在眼前，突发的抗议和骚乱显示出美国社会歧视非洲裔族群的制度性顽疾根深蒂固。

10月29日，警察在法国尼斯发生持刀伤人事件的圣母大教堂附近警戒。
法国东南部城市尼斯29日上午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导致至少3人死

亡、数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法国尼斯发生持刀伤人事件
至少3人死亡、数人受伤

这张2020年7月15日在瑞士日内瓦拍摄的资料照片显示，尼日利亚候选
人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出席新闻发布会。

世界贸易组织发言人基思·罗克韦尔28日宣布，尼日利亚候选人恩戈齐·奥
孔乔-伊韦阿拉成为世贸组织总干事遴选“三人小组”拟向总理事会提交的新任
总干事最终推荐人选。 新华社/法新

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最终推荐人选出炉

据新华社首尔10月29日电（记
者耿学鹏 陆睿）韩国大法院（最高法
院）29日以贪污受贿等罪名，终审判
处前总统李明博有期徒刑17年。

韩国大法院终审维持二审判决结
果。除判刑17年有期徒刑外，法院还
判处李明博130亿韩元（约合7670万
人民币）罚金，追讨犯罪所得57.8亿
韩元（约合3410万人民币）。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大法院还维
持了此前取消李明博保释资格的决
定。预计李明博将于几天后入狱服刑。

2018年4月，韩国检方以贪污受
贿、滥用职权、逃税等多项罪名起诉李
明博。同年10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一审判处李明博15年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130亿韩元。李明博不服判决，
提起上诉。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因贪腐被判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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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警察逮捕
一名违反宵禁的示威者。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新加坡10月29日电（记
者蔡蜀亚）新加坡民航局29日宣布，
从11月6日起将解除对来自中国大
陆旅客的入境限制，两地间旅游将恢
复，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的旅客
抵境后无须隔离。

新加坡民航局表示，从10月30
日起，中国大陆旅客可开始申请航空

通行证，以便在入境限制解除后顺利
进入新加坡。旅客在启程前，须至少
连续14天在中国大陆停留，且只能搭
乘直飞航班前往新加坡。

新加坡民航局说，中国大陆被列入
解除入境限制名单，是因为其拥有全面
的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并成功控制住新
冠病毒传播，因此疫情输入风险很低。

新加坡11月6日起
解除对来自中国大陆旅客的入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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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起，海口市、三亚市、三沙
市、儋州市4个地级市全面施行生活垃
圾分类。同时，《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也开始正式实施，
意味着我省开启了垃圾分类“法治时
代”。在推进垃圾分类的过程中，海口市
坚持宣传教育和严管重罚并举，定期派
出督查小组检查各地落实情况，对落实
不力的运营单位、物业小区进行约谈，并
责令整改。

10月 29日上午，笔者跟随由海口
市秀英区环境卫生管理局、秀英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组成的督查组，对该区的党
政机关、商场超市、物业小区进行垃圾
分类巡查。在海口市深发美食广场，督
查小组发现该点位没有按照“五有”标
准（有分类容器、分类标识、分类宣传、
分类告知、督导人员）配置垃圾分类投
放设施设备。现场看不到垃圾分类宣
传标识和宣传告知，垃圾桶上也没有分
类标志。

对此，秀英区城管执法队当场给该
美食广场物业管理方，海南泰和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开具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责
令该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晚12时
前改正上述行为，整改措施具体如下：在
限期内将管理范围的配套设施配备齐
全；在限期内将管理范围内所有商家通

知管理到位。据了解，这是秀英区垃圾
分类督查组本月开出的第五张限期整改
通知书。

“根据《条例》第52条，生活垃圾分
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未按照分类方法、分
类标识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和收集
容器，并保持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正

常使用的，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环
境卫生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可对管理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秀英区城管执法队
工作人员告知海南泰和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若到期回访发现整改没
有到位，将对其进行罚款。

当天上午，秀英区垃圾分类督查组
还来到海口市水云天小区。据了解，该
小区垃圾分类投放设施设备“五有”标准
不达标，已收到过限期整改通知书。此
次，督查组要对该小区进行检查回访，看
整改要求是否落实。督查组一行来到小
区的垃圾房，看到四类垃圾桶都已配备

齐全。其中，厨余垃圾桶容量为240升、
其他垃圾、可回收垃圾桶为660升，基本
达到整改要求。

“有些垃圾桶上的标识存在破损情
况，要及时更新。垃圾桶的摆放较为随
意，居民小区楼下应摆放厨余垃圾桶和
其他垃圾桶，公共区域应摆放可回收垃

圾桶和有害垃圾桶。”督查组也指出了该
小区物业公司在垃圾分类设施配备上存
在的问题。

当天，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道城管
中队也联合社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联合
整治行动。在巡查过程中，检查人员发
现金贸街道金龙路警苑小区存在垃圾分
类督导员不尽职、不规范使用垃圾分类
垃圾桶问题，城管执法队员现场与社区
工作人员及小区物业研究相关整改方
案，约谈该小区物业公司，并开出责令限
期整改通知书。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垃圾分类工
作落到实处，海口市坚持宣传教育与严
管重罚并举，加大生活垃圾分类各类违
规行为和现象的巡查，对发现有垃圾乱
丢现象当事人进行制止教育，并对其宣
传垃圾分类的各项注意事项。同时，组
织人员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整治
行动，重点对物业小区、公共机构及相关
企业垃圾分类投放不准确、桶点设置不
规范及混装混运等行为进行执法检查，
按照“边检查、边宣传、边改正”的思路，
现场发现的问题，能当场整改的，立行立
改；无法现场整改的，下达限期整改通
知。责令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将按
照《条例》进行严管重罚。
（策划/贾佳 撰稿/贾佳 陈创淼 郑峻敬）

宣传教育和严管重罚并举

垃圾分类推行一个月，海口开出多张限期整改通知书

⬆在海口市深发美食广场，因垃圾分
类投放设施不符合标准，物业公司被责令
限期整改。 贾佳 摄

⬅整改后，海口市水云天小区的垃圾
分类投放设施基本符合标准。 贾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