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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7月 9日
电（记者余谦梁）当地时间2022年7月9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厘岛出席二
十国集团外长会后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
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坦
诚和长时间的沟通。双方都认为，此次对
话是实质性的，也具有建设性，有助于增
进彼此相互了解，减少误解误判，并为两
国未来高层交往积累了条件。

王毅说，当前，中美关系仍未走出上届
美政府制造的困境，甚至还在遭遇越来越
多的挑战。中美关系的历史叙事被人为歪
曲，现实状况被所谓“政治正确”所绑架，发
展方向面临被进一步引向歧途的危险。根
本原因是美方的对华认知出现了问题，由
此制定的对华政策自然也偏离了正确轨
道。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些自相矛盾和言
行不一，从深层次反映出美方的世界观、中
国观以及中美历史观、利益观、竞争观都出
现了严重偏差。许多人由此认为美国正患
上越来越严重的“中国恐惧症”。如果任由
这种“威胁膨胀”发展下去，美国对华政策
将是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

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摆脱困局的根本
遵循是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
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发展中美
关系。美方应将拜登总统“四不一无意”
重要承诺真正落到实处。王毅强调，既然
美方承诺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就应该尊
重中国人民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停止抹黑攻击中国政治制度和内外政
策。既然美方承诺不寻求打“新冷战”，就
应该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零和博弈，停止
拉帮结伙搞“小圈子”。既然美方承诺不
支持“台湾独立”，就应该停止掏空歪曲一
个中国政策，停止在台湾问题上“切香
肠”，不得打“台湾牌”阻挠中国的和平统
一进程。既然美方承诺无意同中国发生
冲突，就应该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打着人权、民
主旗号损害中国正当利益。美方还应尽
快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停止对中国企业
的单边制裁。

王毅强调，美方表示要给中美关系加装
“护栏”。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才是两国最可
靠的“防护”。只有切实履行各自在三个联
合公报中所作承诺，坚持正确方向，及时排
除路障，打通前行道路，双边关系就不会脱
轨失控。否则，再多的“护栏”也起不到作
用。双方应遵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避免
对抗、合作共赢的精神，探讨确立双方的行
动指南。要建立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渠道，
更好协调各领域各部门的交往。要妥善管
控矛盾分歧，努力解决突出问题。中方据此
向美方提出四份清单：要求美纠正错误对华
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
单、中方重点关切的涉华法案清单、中美8个
领域合作清单，希望美方切实认真对待。

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了严正立
场，要求美方必须谨言慎行，务必不要向

“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务必不要
低估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
务必不要犯葬送台海和平的颠覆性错
误。王毅还就涉疆、涉港、海上问题等据
理批驳了美方的一些错误观点。

布林肯介绍了美方的对华政策，表示
美方不寻求对华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
中国体制、不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
不寻求围堵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
寻求改变台海现状。美致力于管控双边
关系中的风险因素，对同中方开展合作持
开放态度。

双方就对等互惠推动中美联合工作组
磋商取得更多成果达成共识，同意相互为双
方外交领事人员履职创造更好条件，重启人
文议题交流磋商。双方还同意加强气变、公
共卫生等合作。

中方还提出了中美在亚太地区良性
互动的设想。双方并就乌克兰问题、朝鲜
半岛局势等深入交换了意见。

7月8日，一名佩戴口罩的男子走在法国巴
黎街头。

据法国政府部门8日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国
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死亡病例74例，累计死亡
病例超过15万例。 新华社发

法国新冠死亡病例超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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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去年9月骑马挥鞭
驱逐移民一事引发轩然大波，随后接受调
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8日公布调查
结果，认定涉事执法人员“在不必要的情况
下使用武力”，还用言语侮辱移民，其中4
名执法人员正受到纪律审查。

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克里斯·马格
努斯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一份长达
511页的调查报告。马格努斯说，报告基
于30多人的证词，其中包括当事人、目击
者和知情记者。

报告把这起事件归咎于执法部门“缺
乏统一领导和沟通不足”。报告说，事发当
天，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接到得克萨斯州公
共安全局寻求援助的请求，执法人员随即
前往里奥格兰德河一带阻拦非法越境的海
地移民。

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照片和视频
显示，美国执法人员戴牛仔帽、骑着马，用
形似马鞭或缰绳的长索朝移民挥舞，还有
执法人员策马追逐移民。一些网友评论，
这些画面令人想起美国奴隶制时期白人虐
待黑人的场景。

面对各方指责，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
局的上级部门国土安全部才下令调查。

报告称，执法人员的鞭子并未抽中任何
一名移民，不过，执法人员行为不当，有侮辱
移民国籍的言辞，还有一名执法人员的马差
点撞倒一名儿童。另一名执法人员骑在马

上扯住一名男子的衬衫，拉着他打转。
那名男子出庭作证时说，执法人员拧

住他的脖子，直到马快踩踏他才撒手，那段
经历令他“备受屈辱”。

马格努斯说，涉事的4名执法人员已
被调离执法岗位，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
可能会被处分。

去年，由于地震、政局动荡、极端贫困
等原因，上万名海地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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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
向美国申请避难。美国政府去年9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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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社报道，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执政期间，美国政府采取成百上千条限
制合法和非法移民的措施，包括在美墨边
境堵截非法移民时强行拆散家庭，致使骨
肉分离。这些做法饱受批评。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执法人员骑马挥鞭
驱逐移民调查公布结果

认定涉事执法人员“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

2021年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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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7月8日，牛仔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的牛仔节上参加骑牛比赛。
一年一度的加拿大卡尔加里牛仔节当日开幕。 新华社/美联

加拿大卡尔加里加拿大卡尔加里
牛仔节开幕牛仔节开幕

加拿大发生重大电信网络故障
数百万用户生活“被打乱”

据新华社渥太华7月8日电（记者林威）加
拿大最大电信运营商之一罗杰斯电讯公司8日上
午发生重大网络故障，致使国内数百万用户无法
上网、打电话。

罗杰斯公司说，目前的故障影响有线和无线
网络，公司正在抢修，但仍未找到故障原因。

使用罗杰斯公司电信服务的银行支付系
统、自动取款机也因此中断服务，一些商店只
能接受现金交易。报警电话和股市交易亦受
影响。

警方说，首都渥太华、多伦多等多个城市的
911报警电话打不通。边境管理部门说，旅客入
境无法用手机软件填写申报资料，只好改为纸质
登记。温哥华国际机场说，旅客当天无法在机场
支付停车费，无法使用自动取款机，也无法在机场
商店刷卡购物。加拿大航空公司说，他们的客服
中心电话也无法接通。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遭特大
暴雨袭击至少10人死亡

新华社新德里7月8日电（记者胡晓明）印
控克什米尔地区8日遭特大暴雨袭击，造成至少
10人死亡。

据当地灾害管理部门官员说，当地时间17时
30分左右，该地区阿马尔纳特石窟附近因特大暴
雨引发山洪，一些朝圣者的帐篷和厨房被冲走。
目前已造成10人死亡，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

另据印度媒体援引救援人员的话报道，暴雨
造成15人死亡，可能有约40人失踪。目前雨已
经停止，直升机正在参与救援。

阿马尔纳特石窟位于海拔3888米的山上，是
印度教圣地之一，上周开始一年一度的朝圣活动，
吸引了大批朝圣者。

印度每年6月至9月是季风雨季，暴雨和雷
击等频繁发生，经常引发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
等灾害。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辞去
执政党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后，多名
保守党成员8日和9日相继宣布竞选党
首。英国媒体报道，保守党预计下周公
布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有望 9月出任
首相一职。

现阶段，已明确加入选战的包括前
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议会下院外交委
员会主席汤姆·图根达特、总检察长苏
拉·布雷弗曼以及前政务次官基米·巴德
诺赫。

按英国媒体说法，目前没有竞争者具
备明显优势。奥皮纽姆咨询公司一项最新
民调结果显示，引发约翰逊政府“离职潮”
的苏纳克是领跑者之一，获得四分之一保
守党成员支持。

这项民调同时显示，外交大臣伊丽莎
白·特拉斯在保守党成员中人气排名第二，

获得21%的支持率，不过特拉斯尚未宣布
加入选战；国防大臣本·华莱士排名第三，
获得12%的支持率。华莱士9日说，他不
准备参与角逐。

苏纳克5日辞去财政大臣职务。他在
辞职信中指责约翰逊不称职，称对其失去
信心。按他的说法，他和约翰逊试图在经
济政策上达成一致，但两人看法差异巨大，
无法弥合。

约翰逊宣布辞职后，苏纳克8日正式
宣布参加新首相角逐。他通过社交媒体发
表视频讲话，承诺将“真诚、严肃、坚定”地
应对英国当前经济困境。

近期，英国食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汽
油价格破纪录，民众生活成本不断增加。
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英国5月份消
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9.1%，继4
月份后再创40年来新高。

苏纳克在视频中说：“必须有人抓住这
一刻，作出正确决定。这就是我想成为保
守党新任党首和首相的原因。”

苏纳克因在新冠疫情期间实施的经济
政策而收获好评，但他随后卷入违反防疫
规定的“聚会门”丑闻，人气出现下跌。此
外，他还被批评未能有效应对英国家庭生
活成本上涨问题。

按英国媒体说法，除苏纳克等已明确
参选的4人外，另有多名“潜在选手”。他
们分别是特拉斯、前外交大臣杰里米·亨
特、前卫生大臣赛义德·贾维德、新获任命
的财政大臣纳齐姆·扎哈维以及前国防大
臣彭妮·莫当特等。

约翰逊7日在伦敦唐宁街10号门前
发表讲话说，他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
务，但将留任至新领导人产生。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英国新首相之争拉开帷幕
多人加入角逐

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马辛哈
表示愿意辞职

新华社科伦坡7月9日电（记者车宏亮）斯
里兰卡总理办公室9日发表声明说，斯总理维克
拉马辛哈愿意辞职，以利于组建各党派参与的新
政府。

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为了确保民众安全，
维克拉马辛哈同意政党领导人提出的关于他辞职
的建议。

维克拉马辛哈随后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发
布消息，表示他将会辞职。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9日爆发抗议活动。据
当地媒体报道，超过30人在抗议活动中受伤。

当天下午，维克拉马辛哈要求举行紧急政党
会议，以讨论当前局势并寻求解决方案。

据反对党议员德席尔瓦在社交媒体上透露，
多数政党领导人要求总统和总理立即辞职，并尽
快组建各党派参与的临时政府。

巴勒斯坦总统同以色列总理
5年来首次通电话

新华社拉姆安拉7月9日电（记者柳伟建）巴勒
斯坦总统阿巴斯8日同以色列总理拉皮德通电话。
这也是阿巴斯近5年来首次与以色列总理通电话。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报道，阿巴斯祝贺拉皮
德就任以色列总理，表示希望地区尽快实现和平与
稳定。以色列媒体报道说，拉皮德和阿巴斯讨论了
以巴持续合作以及双方保持冷静、克制的必要性。

阿巴斯当天还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通
电话。

2014年，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
构和谈破裂，至今未恢复。阿巴斯最近一次同以
色列总理通电话是在2017年7月。2021年9月，
时任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
曾表示，不会同巴总统会面或通电话。

今年6月30日，以色列通过解散议会法案。
总理贝内特提前卸任，候任总理、外长拉皮德于7
月1日起担任看守总理直至新一届政府成立。新
一届议会选举将于11月1日举行。

普京：

西方对俄制裁可能导致
全球能源市场出现“灾难性后果”

新华社莫斯科7月 8日电 （记者黄
河）俄罗斯总统普京8日表示，如果西方对
俄罗斯的制裁继续下去，可能会导致全球
能源市场出现“灾难性后果”。

普京当天在召开俄政府会议时表示，欧
洲国家替换掉俄能源的尝试带来预料之中
的结果，即天然气价格上涨，以及终端消费

者的能源成本增加，这对那些实施制裁的国
家造成更大的伤害。他说，如果对俄罗斯的
制裁政策继续下去，可能会导致“全球能源
市场出现更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普京说，针对俄罗斯的“经济闪电战”
失败了，但西方制裁正在损害俄经济，“我
们需要有信心，但对于个别行业和劳动力

市场来说，风险仍然存在”。
他强调，俄燃料和能源综合体的主要

优先任务之一是完善基础设施，以提升各
地区的气化水平和增加向有前景市场出口
的多样化。“政府目前正在研究开发铁路、
海运和管道基础设施的方案，以便向友好
国家供应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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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人们在葡萄牙卡尔卡韦卢什海滩消暑。
葡萄牙预计本周末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3摄氏度。 新华社/美联

葡萄牙迎热浪葡萄牙迎热浪
最高气温最高气温4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