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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开罗7月6日电 中国－阿
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6
日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国家主席习
近平向会议致贺信。阿拉伯国家人士
认为，贺信强调了中阿在抗疫方面的密
切合作和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取得的新
成果，为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
走深走实指明方向，将进一步推动双方
合作迈上新台阶。

合作抗疫是中阿命运与共的生动
写照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加桑·优素福
说，贺信充分肯定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的密切合作，携
手抗疫是打造阿中命运共同体的具体
实践，也是双方发展互助互利关系的生
动体现。

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
主席纳赛尔·布希巴认为，合作抗疫赋
予阿中命运共同体新的时代内涵，阿中
在抗疫中互相支持将促使双方关系更
加紧密。

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纳杜姆·阿
卜杜拉说，阿拉伯人民对中国提供医
疗援助及派遣医疗专家组帮助抗疫深
表敬意和赞赏。阿拉伯人民不会忘记
中国的人道主义立场，中国是真正的
朋友。

阿尔及利亚政治分析家萨利姆·哈
马迪表示，经过共同抗疫，阿中战略伙
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双方必
将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个平台上进
行更深入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中阿战略伙
伴关系

埃及埃中商会秘书长迪亚·赫尔米
说，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体现了阿中传统
友谊与友好关系。中国是阿拉伯世界
的真正朋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
参与其中的阿拉伯国家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

突尼斯政治分析家朱迈·贾斯米表
示，正如贺信指出的，中方有关打造中
阿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得到阿拉伯国家

热情响应。“一带一路”项目实施有助于
阿中人民加深了解，也有利于在相互尊
重、合作和开放的基础上提升双方关
系。

阿联酋扎耶德大学伊斯兰世界研
究所前所长纳赛尔·阿里夫说，在阿拉
伯国家面临各种挑战的时候，中国为解
决一些地区和国际问题带来新方案，相
信阿中务实合作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将取得更大进展。

携手推动中阿合作迈上新台阶
巴勒斯坦外长顾问艾哈迈德·迪克

说，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是
在全球抗疫背景下举行的，对加强阿中
合作、深化阿中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卡塔尔文化中心研究部主任纳迪
娅·阿勒穆迪哈克表示，中国与阿拉伯
国家相互理解和支持，共同促进经济发
展和地区稳定，此次会议召开无疑进一
步密切了阿中关系，将推动双方合作迈
上新台阶。

总部位于苏丹的阿拉伯－中国友
好协会联合会执行主任阿里·优素福认
为，此次会议召开的时机非常重要，中
阿合作论坛已成为双方开展平等对话、
加强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阿中在共
建“一带一路”等多个领域取得可喜成
果，许多项目正在稳步推进。

德国－约旦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
教授巴德尔·马迪指出，此次会议的召
开将深化新时期阿中合作，为双方合作
进行新规划。

约旦中国问题专家萨米尔·艾哈迈
德表示，阿中双方本着开放包容的态
度，坚持对话与沟通，这应成为国际社
会和谐共处的典范。实际上，只有秉持
这一原则才能推动包括中东在内的整
个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参与记者 支林飞 吴丹妮 冀
泽 郑一晗 熊思浩 陈斌杰 黄灵
张淼 苏小坡 杨元勇 马意翀 涂
一帆 李良勇）

携手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 推动中阿合作迈上新台阶
——阿拉伯国家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致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贺信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日前复信非洲
第一夫人发展联合会轮值主席、刚
果（布）总统夫人安托瓦内特，同时
致信其他非洲国家第一夫人，感谢
非洲国家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形势艰难时刻向中国人民提供宝贵
支持，并向非洲人民抗击疫情表示
诚挚慰问。

彭丽媛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
其来，各国守望相助、团结合作对于战
胜疫情至关重要。中国政府将通过非
洲第一夫人发展联合会向 53个非洲
国家捐助一批抗疫物资，用于帮助妇
女儿童、青少年，表达中国人民对非洲

人民的友好情谊。
不久前，安托瓦内特致信彭丽媛，

高度赞赏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发挥的作用，并代表非洲第一夫人发
展联合会成员国第一夫人请中方关注
非洲妇女儿童、青少年等群体，并为他
们提供医疗物资。

中方援助物资近期发往各国，安
托瓦内特和有关国家第一夫人、高级
官员分别出席交接仪式，各国纷纷感
谢中方对非洲妇女儿童、青少年的关
心帮助，表示中方雪中送炭，体现了非
中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非洲各国愿
同中方加强抗疫合作，深化非中人民
传统友谊。

彭丽媛复信非洲第一夫人
发展联合会转达中方慰问支持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记者
刘夏村 高敬）记者7日从应急管理部
获悉，针对当前防汛抗洪严峻形势，国
家防总于7日16时将防汛Ⅳ级应急响
应提升至Ⅲ级。同日，中央气象台发布
暴雨橙色预警。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
期，西南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持续出
现强降雨，太湖、长江流域相继发生编

号洪水。截至7月7日14时，长江中下
游干流监利以下江段及洞庭湖、鄱阳湖
水位超警0.01至0.75米，太湖水位超警
0.47米。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6月1日以
来，安徽、湖北、浙江、重庆4省（市）累计
降雨量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安徽、
湖北的平均降雨量已超过500毫米。

记者获悉，安徽省减灾救灾委决定

于7日13时将安徽省救灾应急响应等
级由Ⅳ级提升至Ⅲ级。湖北省减灾委、
省应急管理厅于7日12时启动自然灾
害救助应急Ⅳ级响应。此外，记者7日
从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7月
4日以来的强降雨已导致该省湘潭市、
怀化市、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等地的14.6万余人受灾，6427人
被紧急转移安置。

中央气象台7月 7日 18时发布暴
雨橙色预警，预计7月7日20时至8日
20时，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四川南部、
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部
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
徽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
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南
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有特
大暴雨。

国家防总将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新华社北京 7月 7日电 （记者

刘夏村）记者7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当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一辆公交车
坠入虹山湖水库，应急管理部已派工
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

应急管理部党委书记、副部长黄
明要求，全力以赴救援抢救伤员，迅速
核实人数，查明事故原因，依法追究责

任，举一反三排查隐患，压实责任，堵
塞漏洞，特别对高考安全，要再检查再
落实，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据悉，7日中午12时许，安顺市西秀
区一辆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冲出路边护
栏，坠入虹山湖水库中。截至7日17时
30分，共搜救出36人，其中21人死亡、
15人受伤，伤员已全部转往医院救治。

应急管理部派工作组赶赴
贵州安顺公交车坠湖现场指导救援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法》。多国政府、政要表示，香港
国安法的通过和实施将有效维护中国
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香港事务纯
属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莫
尔古洛夫2日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表示，
俄方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香港
事务为中国内政，俄方坚决反对外部
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曾对香港实施殖
民统治、忽视当地民意的人如今却指
责香港缺乏民主，这一行为是可笑的。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氏秋姮2日
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表示，越南
尊重并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香
港事务为中国内政，越南希望香港恢
复稳定并保持发展。

老挝外交部2日发表声明说，老方
祝贺并坚定支持中方通过香港国安
法，相信该法的实施将确保香港保持
长期繁荣稳定。

委内瑞拉1日发表政府公报说，香
港国安法有助于确保香港和平稳定、
和谐繁荣。委方坚决反对外部势力企
图干涉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

柬埔寨司法大臣格里4日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主权国家有权通
过立法保障国家安全、秩序稳定。香
港国安法的通过和实施将保障香港安
全稳定。

巴勒斯坦总统外事顾问麦吉迪·哈
勒迪1日会见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
主任郭伟时表示，巴勒斯坦坚定支持
中方为保障包括香港在内国家安全稳
定所采取的立场和举措，相信香港国
安法必将发挥确保香港长治久安的作
用。

巴基斯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穆沙希德·侯赛因日前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香港国安法的通过和实
施将为香港长治久安繁荣发展提供坚
实保障。

（参与记者 李奥 陶军 王迪
章建华 徐烨 王瑛 毛鹏飞 李
浩 蒋超）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别国无权干涉

——多国政府及政要关注香港国安法通过并实施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记者
田晓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7月7日
通报，7月 6日 0-24时，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例，均为境外
输入病例（辽宁2例，上海2例，四川2
例，内蒙古1例，广东1例）；无新增死亡
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
入病例（内蒙古1例，上海1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0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54人，重症
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2例（无
重症病例），现有疑似病例3例。累计
确诊病例1942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870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7月6日24时，据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现有确诊病例403例（其中重症病
例7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8528例，
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累计报告确诊
病例83565例，现有疑似病例7例。累
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764486人，尚在
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940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
例（境外输入14例）；当日转为确诊病

例2例（境外输入2例）；当日解除医学
观察8例（境外输入7例）；尚在医学观
察无症状感染者 114例（境外输入 77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 1780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285例（出院1157例，死亡7例），澳门
特别行政区46例（出院45例），台湾地
区449例（出院438例，死亡7例）。

国家卫健委：7月6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例 均为境外输入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记者
郑明达）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日说，
中国已完成了加入《武器贸易条约》的
所有法律程序。作为《武器贸易条约》
缔约国，中方愿与各国加强交流与合
作，共同致力于促进条约的有效性和普
遍性，为完善全球武器贸易治理作出更
大贡献。

赵立坚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
答有关提问时作上述表示的。

据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交存了《武器贸易条约》加入
书。

“这标志着中国完成了加入这一条
约的所有法律程序。条约自7月6日起
90天后对中国生效。”赵立坚说。

赵立坚表示，加入《武器贸易条约》
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武器贸易治理、维
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举措，

体现了中方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军
控体系、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决心和诚意。

赵立坚说，作为从事正常军品贸易
的国家，中国一向严格管理军品出口，
并已建立完善的军品出口管制政策法
规体系，有关军贸政策和管理措施完全
达到甚至超出了条约的要求。特别是
中方仅向主权国家出口军品，不向非国
家行为体出口军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

对军品出口的高度负责任态度。“中方
呼吁各方严格管理军品出口，不向非国
家行为体出口军品，停止通过军品出口
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切实维护《联合国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作为《武器贸易条约》缔约国，中
方愿与各国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致力
于促进条约的有效性和普遍性，为完善
全球武器贸易治理作出更大贡献。”赵
立坚说。

中国已完成加入《武器贸易条约》所有法律程序

新华社平壤 7月 7日电 （记者
洪可润 江亚平）朝鲜外务省美国局
局长权正根7日发表谈话，批评韩国想
要在朝美关系中充当“仲裁者”，并再
次明确表示朝鲜无意与美国坐到一起
对话。

朝中社当天援引权正根的谈话报
道，针对不合时宜的“朝美首脑会谈
论”，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姬日前
发表谈话，表明了立场。权正根说，

“我们再次明确表示，无意与美国人坐
到一起”。

权正根敦促韩国不要再插手朝鲜
事务，否则只会让朝美关系更加复杂，
并使朝韩关系每况愈下。

6月30日，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
韩方将全力以赴争取在美国大选前再
次促成朝美面对面对话。7月4日，崔
善姬发表谈话表示，朝美对话只不过是
美国处理政治危机的工具，朝鲜没有必
要再与美方坐到一起举行面对面对话。

2018年6月12日，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
举行首次朝美首脑会晤，并签署关于
半岛无核化等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
将建立新型关系以及共同努力构建朝
鲜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制。但双方于
2019年2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
首脑会晤无果而终，朝鲜半岛无核化
谈判就此陷入僵局。

朝鲜重申无意与美国面对面对话

新华社华盛顿7月6日电 （记者
孙丁 徐剑梅）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入
境和海关执法局 6 日发布通报说，
2020年秋季学期的留学生如果仅上网
课，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维持当前
签证。

通报说，如果所在学校2020年秋
季学期全部采用网络授课，那么持非移
民F-1和M-1签证的学生可能无法在
仅上网课的同时待在美国。美国国务
院将不会向该学期全部采用网络授课
的学校以及/或者项目的学生发放签
证，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也不会让这

些学生进入美国。
通报说，目前身在美国且秋季学期

仅注册网络课程的留学生须离开美国
或采取其他措施，比如转到提供当面授
课的学校以维持合法身份，否则可能面
临进入遣返程序等后果。

通报还说，如所在学校正常提供当
面授课，那么符合F-1签证条件的学生
可最多选择一门或3学分的网课；如所
在学校提供当面和网络混合授课，那么
持有F-1签证的学生可以选择超过一
门或3学分网课。这些学校须得到“学
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的认证。

“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由美国
入境和海关执法局负责，用于管理留学
生和交流访问者。F-1是美国最常见
的学生签证，针对寻求学术性课程的
人；M-1签证则适用于寻求职业性课
程的人。

美国青年群体权益组织发表声明
说，这一新规再次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应
对疫情措施的排外性和错误性，将迫使
留学生做出艰难决定——要么仓促离
开美国，要么寻找新的项目或机构。当
局本可以给予一段时间的灵活性，采取
更人性化的方式，但这些官员却拒绝这

样做。
非营利性组织美国移民委员会政

策顾问阿伦·赖希林-梅尔尼克在社交
媒体上说，他预计新规几乎肯定会遭遇
法律挑战。

美国大学正在考虑或制定新学期
复课计划，但由于新冠疫情在美国尚未
得到抑制，甚至在一些州还出现明显反
弹，不少大学仍考虑继续进行网络授
课。

白宫目前也在推动美国学校复
课。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社交媒体
上说，学校必须在秋季开门。

美官方称留学生秋季学期仅上网课将无法取得或维持签证

7月6日，由中国武汉发出的“武汉-基辅”中欧班列驶入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利
斯基货运站。中国和乌克兰两国代表 6日在基辅市利斯基货运站举行活动庆祝
汉欧国际“武汉-基辅”中欧班列首班抵达。该班列是中国华中地区首列直达乌
克兰的中欧班列。 新华社发

首班武汉直达乌克兰中欧班列抵达基辅

7月 7日，在湖北省襄阳
市保康县第一中学考点，考
生在进入考场前和老师击
掌。当日，2020 年高考拉开
帷幕。

新华社发

今天开考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