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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日内瓦9
月22日电 9月22日，中
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
表陈旭在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第 48 届会议有关
议题讨论中全面阐述中
国人权理念和成就。

陈旭表示，今年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这是争取人权、尊重
人权、保障人权、发展
人权的100年。中国共
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坚
持将人权的普遍性原
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
最大的人权，坚持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中国
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
道路，已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历史性解决绝对
贫困问题，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人权成就。

陈旭表示，中国政
府最近发布了《国家人
权 行 动 计 划（2021-
2025年）》，努力使中国
人民各项人权得到更
高水平的保障。中国
也将认真履行国际人
权义务，深入参与国际
人权合作，为国际人权
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中国愿与
各方携手努力，坚守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共同促进和保护
人权，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另据报道，在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
议期间，中国、俄罗斯、
委内瑞拉、伊朗、白俄罗
斯、古巴、叙利亚、津巴
布韦、尼加拉瓜、玻利维
亚十国常驻团在日内瓦
共同举办“单边强制措
施对实现发展权的负面
影响”视频边会，讨论美
国等西方国家单边强制
措施严重侵犯人权问
题，敦促美国等立即取
消单边强制措施。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
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表示，单边强制措施本质
上是霸权行径和强权政治。美国等西方国家
罔顾新冠肺炎疫情，变本加厉实施单边强制
措施，严重危害受害国人民的基本人权。
中国也是单边强制措施的受害者。一些国
家为了破坏中国稳定，遏制中国发展，并为
了维护本国企业垄断地位，不惜编造和散
布谎言，以人权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企业、实
体和个人实施无理的单边强制措施，损害
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侵犯中国人民人权。国
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不能从
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推行霸权、霸道、霸
凌，动辄威胁、制裁、恐吓别人，恃强凌弱者
最终会栽跟头。各方应该以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为遵循，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
护国际公平正义，通过协商对话化解分歧，
通过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实现和平稳定和共
同繁荣。

新华社联合国9月22日电 中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22日说，美
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公然抵制并缺席
联合国大会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
领》通过20周年高级别会议，令人遗
憾。这种做法更让人怀疑这些国家
反对种族主义的诚意和参与国际反
种族主义合作的意愿。

张军呼吁有关国家勇于直面现
实，倾听国际呼声，深刻反省，并采取
切实行动，全面有效落实《德班宣言

和行动纲领》，禁止散布煽动种族歧
视的言论，从根本上改善少数族裔群
体的生存状况，切实保护包括少数族
裔在内所有人的人权，推动建设人人
平等的世界。

张军表示，与会各方一致认为，
种族主义是历史遗毒、全球痼疾，引
发不平等、压迫和边缘化等一系列问
题。张军呼吁国际社会以此次高级
别会议为契机，全面有效落实《德班
宣言和行动纲领》，彻底消除种族主

义和种族歧视。
新华社联合国9月22日电（记

者尚绪谦）联合国大会22日举行高
级别会议，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
领》通过20周年。会议通过题为“团
结起来，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
外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政治宣言。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
时说，追求种族平等正义的运动方
兴未艾，各国政府应采取具体行动，
通过政策、立法、数据收集等方式，

巩固这一势头。当前，种族主义和
种族歧视在制度、社会结构和日常
生活中仍然广泛存在；结构性种族
主义和系统性不公正仍然侵蚀基本
人权；弱势和边缘群体继续面临仇
恨、歧视和暴力等；仇外、白人至上
主义、新纳粹意识形态等继续传播；
反犹太主义、针对穆斯林和基督教
少数派等的偏见以及其他形式的不
容忍行为有增无减。

他说，《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旨

在打破歧视导致贫困、贫困强化歧视
这一恶性循环，纲领通过20周年这
一节点是反思现状和展望未来的重
要契机。

联大高级别会议当天通过的政
治宣言承诺全面有效落实《德班宣言
和行动纲领》以及相关后续文件，重
申有效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
外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首要责任在
于各国政府，敦促各国采取恰当预防
措施，包括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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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海地人近期从墨西哥科阿韦拉州阿库
尼亚城蹚过里奥格兰德河进入德尔里奥，并“驻
扎”在当地的“德尔里奥国际桥”一带，寻求向美国
申请避难。美国19日展开大规模驱逐，用飞机分
批把他们遣送回国，或把他们驱赶到墨西哥一侧。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21日对美国
大规模驱逐海地移民表达严重关切，说美国这一
举动可能违反国际法。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
夫拉多尔22日呼吁美国采取紧急行动，解决移
民危机。数以万计移民最近几周抵达墨西哥，试
图入境美国。其中不少人因美国边境政策而滞
留墨西哥，转而就地寻求合法身份。

洛佩斯当天告诉媒体记者：“话说够了，是时
候行动了。”他说，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仍在等待
美国承诺的几十亿美元经济发展资金，以让这些

国家分担移民压力。
“（美方）承诺，将投资40亿美元，20亿给中美

洲，20亿给墨西哥，”洛佩斯说，但“什么都没有”。
上万名移民近日穿过美国与墨西哥边界河

流进入美国，聚集在一座连接美国得克萨斯州与
墨西哥科阿韦拉州的大桥下。这些移民多为海
地人，他们寻求向美国申请避难。美国19日展
开大规模驱逐，用飞机分批把他们遣送回国，或
把他们驱赶到墨西哥一侧。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说，1.4万多名海
地人艰难抵达美国得克萨斯州德尔里奥市，栖身
当地一座桥下，生活条件之恶劣令他“震惊”。

路透社22日报道，最近几天，美国方面已将
栖身大桥下的至少4000人转移到拘留中心等待
处理。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约523名海地人已
被驱逐回国，遣返工作将定期开展。

按法新社说法，还有成千上万名移民滞留在
墨西哥南部城市塔帕丘拉，等待文件获批后继续
北上。考虑到边境混乱局面和美国驱逐政策，一
些海地移民转而在墨西哥就地申请合法身份。

墨西哥难民援助委员会数据显示，今年1月
至8月，超过1.8万名海地人在墨西哥申请庇
护。墨安全部长罗莎·伊塞拉·罗德里格斯22日
在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同一时期，墨西哥
记录1232起人口走私犯罪，比2020年同期的
376起猛增近228%。

鉴于移民危机严重性，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
洛·埃布拉德本周告诉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
肯，需要就移民问题达成区域协议。埃布拉德、
布林肯和中美洲各国外长预计将于23日在联合
国大会上讨论这一问题。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

美国驱逐海地移民或违反国际法
大量移民滞留，墨西哥总统“喊话”美国解决危机

美国边境执法人员骑马挥动长
鞭驱逐移民的照片和视频近日在社
交媒体快速传播。网友评论道，这
些画面令人想起美国历史上白人虐
待黑人奴隶的场景。连白宫也称

“可怕”。
美国19日开始大规模驱逐这些

移民，同时阻止更多人非法入境。
网络流传的照片和视频显示，戴牛

仔帽、骑着马的美国执法人员在河
畔用形似马鞭或缰绳的长索朝移民
挥舞，有的险些甩到人脸上。

栖身桥附近的移民经常蹚河
到阿库尼亚城购买食品和生活必
需品，再返回位于美方一侧的临
时营地。一名法新社记者看见，
美方执法人员骑马拦截正蹚河返
回德尔里奥的移民。其中一名执

法人员扯住一名男子的衬衫，拉
着他转动。

还有照片显示，执法人员策马
追逐奔跑的移民。一些网友评论
道，“白人警察骑马追赶逃跑黑人”
的画面，令人想起过去美国骑警和
狱警鞭笞黑人的场景，乃至黑人奴
隶在美国遭受的暴力和不公。

安晓萌（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等抵制并缺席联大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令人遗憾

美执法人员骑马挥鞭驱移民

想起黑人奴隶时代网友

图为9月22日，在墨西哥
阿库尼亚城，滞留的移民试图
蹚过里奥格兰德河入境美国。

大批海地人近期从墨西
哥科阿韦拉州阿库尼亚城蹚
过里奥格兰德河进入德尔里
奥，并“驻扎”在当地的“德尔
里奥国际桥”一带，寻求向美
国申请避难。

美国政府去年3月以加强
防疫为由在南部美墨边境施
行更严厉的边境管控政策。
按照规定，执法人员可以保护
公众卫生安全为由立即驱逐
非法入境者，不予对方申请避
难的机会。

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沙
比娅·曼图强调，寻求避难是
一项“基本人权”，有关国家应
尊重这一权利。她再次谴责
美国以防控疫情为由直接驱
逐移民的政策。

新华社/路透

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

寻求避难是
一项“基本人权”

⬅ 近日，在美
国得克萨斯州边境
小城德尔里奥，美
国边防巡逻队人员
驱逐移民。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