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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8月5日，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接受新华社专
访。全文如下：

新华社记者：美国务卿蓬佩奥近日
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
讲话，声称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历届政
府的对华接触政策没有取得美方预期目
标，已经失败。美国内很多人质疑、批判
蓬佩奥讲话内容，认为没有提出清晰可
行的前进道路，而更多是“意识形态咆
哮”。你对此有何评论？

王毅：所谓“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
败”的论调重拾冷战思维，完全否定了中
美交往几十年来取得的成果，不仅是对
历史进程的无知，也是对中美两国人民
的不尊重。这种散布“政治病毒”的做法
理所当然会受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
的质疑和批评。

40多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之所以
能够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最根本的
一条就是双方都坚持了相互尊重、求同
存异的原则，搁置了彼此意识形态的差
异。1972年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周
恩来总理强调，中美双方要弄清楚彼此
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
国的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尼克松总统
也明确表示，中美存在巨大分歧，但促使
两国走到一起的，是双方拥有超过这些
分歧的共同利益。两国发表的上海公报
载明双方愿意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共
识。

之后的历史告诉世人，双方共同做
出的这一重大抉择是完全正确的。建交
40多年来，经过双方几代人的共同努
力，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相互交融最深、
合作领域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
系之一。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
分之一，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50%。双边贸易额较建交之初增长了
250多倍，达世界五分之一，双向投资从
几乎为零攀升到近2400亿美元，每年人
员往来达500万人次。两国在涉及世界
和平与发展的几乎所有全球性问题上都
肩负着重要责任。这些都是不容否认，
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40多年后的今天，中美在社会制度
等很多方面仍然完全不同，但这种不同
过去、今天和将来都不会也不应影响两
国继续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双方没有
必要也不可能去改变对方，而是应尊重
对方人民做出的自主选择。中国几十年
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已经证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适合中国，始终
得到中国人民最广泛、最坚定的支持，同
时也造福给这个世界，惠及包括美国人
民在内的各国人民。中国一定会继续按
照人民的愿望，不断发展进步并为人类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任何人试图阻挡或
者改变这一进程，不仅是自不量力，而且
是自寻烦恼。

新华社记者：一段时间来，美方一些
人不断声称，美中关系长期不公平、不对
等，美方是中美交往中“吃亏”一方，美国
帮助重建了中国。你认为这是否符合事
实？

王毅：中美合作从来都不是一方给
另一方的恩赐，也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
剥夺，中美双方从合作中都获得了巨大
收益，不存在谁吃亏、谁占谁便宜的问
题。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通过优势互补、
互利合作，形成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
体。中国的快速发展既得益于同世界各
国包括美国的开放合作，同样，中国的不
断成长也反过来为美国等提供了持续增
长的动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据统计，
中美经贸关系支撑美国260万个就业岗

位，两国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
节省850美元的生活成本。美国企业在
华投资兴业累计已超过7万家，年销售
额达7000亿美元，其中97%都是盈利
的。即使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下，绝大多数美国企业仍希望继
续留在中国，并且逆势扩大对华投资。
如果真像某些人所说，中美之间的合作
是不公平、不对等的，这种状况怎能持续
几十年之久？中美关系怎能发展到今天
的这种深度和广度？

当然，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在创造发
展红利的同时，也会给各自的经济结构
和利益分配带来矛盾和问题。这就需要
通过自身改革来加以调整，而不是自己
生病，却让别人吃药。一味把责任归咎
于别人，甚至指望通过所谓“脱钩”来解
决问题，那只会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最终还会进一步伤害美国的企业和人
民。

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各国利益相互
交织。中方一向主张，中美两国发展不
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没有必要相互排斥，
完全可以相互借力、相互成就。当前，世
界经济正经受疫情严重冲击，中美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理应坚持平
等互惠，以合作而不是脱钩来推动两国
关系的发展，并为这个世界承担起应尽
的责任。

新华社记者：近段时间，美方采取了
一系列破坏中美人文交流的消极举动，
包括骚扰中国留学人员、干扰正常学术
交流、限制打压中国媒体等。很多人认
为，麦卡锡主义在美幽灵重现。你认为
中美真的会陷入“新冷战”吗？

王毅：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
来最严峻的局面，各领域交流合作均受
到严重干扰，根本原因是美国国内一部
分政治势力出于对中国的偏见和仇视，
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编造各种谎言恶
意抹黑中国，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美之
间的正常往来。他们这么做，就是想复
活麦卡锡主义的幽灵，破坏中美之间的
联系，煽动两国民意的对立，损害两国互
信的根基，从而把中美再次拖进冲突与
对抗，把世界重新推入动荡与分裂。

中方不会让这样的阴谋得逞。我们
坚决反对人为制造所谓“新冷战”，因为
这完全违背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完全背离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当年冷
战给世界人民带来的创伤和痛苦绝不应
重演。共谋和平，共促发展，才是世界各
国的普遍愿望。如果谁要在21世纪的
今天挑起所谓“新冷战”，那他就站到了
历史前进的对立面，就是国际合作的最
大破坏者，就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
上。

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当年的苏联，我
们更无意去做第二个美国。中国从不输
出意识形态，也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
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
的开放战略，持之以恒做世界和平的推
动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
护者。

新华社记者：我们注意到，美国本届
政府对中美之间进行对话态度冷淡，不
断宣称“对话无用论”。蓬佩奥近日还声
称，对中国要采取“不信任并核查”做
法。你对此有何评论？

王毅：当代国际关系中，对话是解决
分歧的明智选择，是建立互信的正确途
径。要对话不要对抗，不仅是中方的立
场，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中美作为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各异
的两个大国，有着各自的利益和关切，这

很正常。关键是任何时候都不应单方面
关上对话的大门，任由分歧、误判甚至对
抗来主导两国关系。

中方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
我们愿意堂堂正正地与美方开展坦率有
效的沟通，准备以冷静和理智来面对美
方的冲动和焦躁。我们随时可以与美方
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任何问
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我们还提出
可以梳理制定关于合作、对话、管控分歧
的三个清单，并为下步交流确定路线
图。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敦促美
国放下傲慢和偏见，通过平等和建设性
对话，缓解当前的紧张局面，回到不冲突
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正确轨
道。这才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新华社记者：近来香港问题在中美
关系中非常突出。美方认为中方实施香
港国安法是放弃了“一国两制”，对香港
出台了一系列制裁措施。美方是否会在
香港问题上制造更大麻烦？

王毅：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
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不干涉内政是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任何国家都不会容许
别国肆意破坏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近一次会议
上，70余国支持中国正当立场，谴责利
用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反映了国际
社会的共同声音和公正立场。

国家安全立法是一国安身立命之
本，也是各国的普遍法律实践。制定香
港国安法弥补了香港长期以来存在的法
律漏洞，有利于使“一国两制”方针在法
治轨道上行稳致远，有利于保障香港的
长治久安。数百万香港市民自发签名力
挺国安法，说明香港民众渴望和平安定
的生活，说明制定国安法深得人心，势在
必行。

“一国两制”是中国的既定国策，维
护好、发展好“一国两制”，靠的是祖国内
地的鼎力支持，靠的是更加完备的法律
环境，靠的是香港同胞的团结奋斗。粗
暴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行恰恰是在破坏

“一国两制”的健康运行，必将遭到包括
香港同胞在内所有炎黄子孙的坚决抵
制。

新华社记者：近日美方关闭中国驻
休斯敦总领馆，声称总领馆是中方间谍
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枢纽，中方已做出对
等反制，关闭美驻成都总领馆。你是否
担心中美“外交战”轮番升级？

王毅：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中美
建交之后中方在美国开设的第一个总领
馆，一直都是中美友好的重要象征。40
多年来，驻休斯敦总领馆为促进两国人
民的友谊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
在疫情期间，也积极主动克服困难，为美
国南部地区与中国开展抗疫合作搭建了
重要桥梁。关闭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
和现实意义的总领馆，就相当于关闭了
一扇中美两国人民相互沟通了解的窗
口，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和民间友好
都造成了损害。而且美方所罗列的所有
理由都是欲加之罪，信口雌黄，没有一条
能拿得出证据，经得起检验。

对于美方的蛮横无理，中方当然不
会坐视不管，我们的反制措施合情、合
理、合法，也完全符合外交惯例。中方没
有意愿也没有兴趣与美方打什么“外交
战”，因为这只会对两国人民的利益造成
更多损害。发动“外交战”也并不证明美
国的强大，反而暴露出美国越来越缺乏
自信。如果美方还要一错再错，那中方
必将奉陪到底。

新华社记者：美方对华为全方位围
堵打压，并扬言联合其他国家打造“清洁

国家联盟”。很多人认为，美方举动实际
上反映出内心的焦虑和恐惧。你对此怎
么看？

王毅：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情况下，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择手段地围堵打压
中国一家民营企业，演绎了一场教科书
式的霸凌。任何人都一目了然，美国的
目的就是要维护自身的科技垄断地位，
剥夺其他国家的正当发展权利。这种毫
不加掩饰的霸道，不仅破坏了公平的国
际贸易规则，也损害了自由的全球市场
环境。我要再次强调，包括华为在内，许
多目前被美国单边制裁的中国企业都是
无辜的，他们的技术和产品也是安全的，
从未对任何一个国家造成危害。反而是

“棱镜门”“梯队系统”这样的丑闻背后都
有美国的影子，美国在全世界窃听、监控
其他国家的不良行径已是世人皆知。美
国并没有资格打造什么“清洁国家联
盟”，因为它自己早已满身污迹。

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
正在加速推进。中国将继续与世界各国
一道，致力于维护公平、公正、开放、非歧
视的营商环境，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
作，让安全、可靠、优质的信息技术为全
球经济复苏和各国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新
的动力。希望美国也能改变狭隘自私的
心态，重回开放与合作的正道。

新华社记者：一些美方政客近期频
繁攻击中国共产党，极力挑拨中国共产
党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在中美建交
41年后的今天，美方这么做，你认为是出
于什么动机？

王毅：美国国内总有一股势力，企图
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
要遏制中国，搞乱中国。

明年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回首百年，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中
国人民才彻底摆脱被殖民、被奴役的命
运，真正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独立；正是在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把中国从一穷
二白建设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正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让中国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0多年前的不到
200美元增长到如今1万多美元，让8亿
多人彻底摆脱了贫困。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奋斗彪炳史册，
是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壮丽的篇
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
是历史的阅卷人。中国的制度好不好，
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哈佛大学肯尼迪
政府学院在中国进行了13年连续调研，
他们的调查显示，中国人民对党领导下
的中国政府满意度高达93%。近年来，
不少国际机构的民调也显示，中国民众
对政府的信任度超过九成。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如同鱼和水一样交
融，如同大地与种子一样共生，试图割裂
和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联
系，就是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

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
强大自信，同时我们尊重世界各国人民
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无意同任何国家
进行制度竞争，无意同任何国家搞意识
形态对抗。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尊重中国
的社会制度，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放弃
注定失败的干涉主义。正如习近平主席
指出，我们有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坚实
国力应对挑战，有足够的底气、能力、智
慧战胜各种风险考验，任何国家任何人
都不能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
史步伐。

新华社记者：蓬佩奥鼓吹成立新的
“民主联盟”来应对中国，胁迫其他国家

在所谓“自由”和“专制”之间做出选择。
但我们注意到他的这番话在国际上应者
寥寥。你认为美方的企图能得逞吗？

王毅：煽动对抗、制造分裂的行径历
史上并不罕见，但最终无一不被人们所
唾弃。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竟然
又有人跳出来想拉下新的铁幕、制造新
的分裂，搞政治认同和阵营对抗的老一
套。这是公然蔑视人类的进步和智慧，
也是公然大开历史的倒车，与时代潮流
格格不入，与大多数国家愿望背道而驰，
当然不得人心，注定应者寥寥。

中国是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
中打破专制、赢得自由的国家。自由、民
主、法治早已写入中国的宪法，也已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
容。同时我们深知，自由不是放任，科学
理性、法律秩序以及国际规则都是自由
的基础。在疫情期间，根据防疫专家的
科学建议，中国人民戴上口罩，却被有些
美国政客攻击，说这是中国“专制”和“不
自由”的表现，结果现在他们打了自己的
脸。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崇尚“和合”的国
家，认为“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中
方一贯反对以意识形态划分世界的危险
做法。为此，我们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全面发展同各国友好合
作，建立起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大倡议，就是为了超越不同制度的分
歧，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形成不同国
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共同奋斗方
向，中方将为实现这一全人类的美好愿
景做出自己的不懈努力。

新华社记者：蓬佩奥称中国渴望建
立世界霸权。但大家都知道，恰恰是美
国在国际上动辄“毁约退群”。国际上很
多人担心未来的国际秩序会受到重大影
响，你对此怎么看？

王毅：当前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面
临的现实挑战是，美国作为综合实力最
强的国家却将本国优先作为行事标准，
把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推行到极致，不
惜抛弃国际责任和多边规则，甚至在疫
情最吃紧的时刻，无理攻击并退出世界
卫生组织。本届美国政府退出的国际条
约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以往任何一届政
府，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

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
坚定维护者。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
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
过别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将坚持自身和
平发展载入宪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做
出这一庄重承诺的国家。我们将继续沿
着和平发展道路坚定走下去，永远不称
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做维护和平的中
坚力量。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
合国成立75周年，在汲取惨痛历史教训
的基础上，世界实现了近代以来最长时
期的稳定与繁荣。今天，我们不能任由
国际体系再被轻易破坏，不能再让这个
世界重陷分裂。中国是首个在《联合国
宪章》上签字的国家，我们加入了几乎所
有国际条约和协议，忠实履行着应尽的
国际责任和义务。在攸关世界前途命运
的重大关头，我们将继续坚定捍卫和践
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坚定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
际关系民主化。

新华社记者：美方近来明显加大介
入南海问题。蓬佩奥声明否定中国在南
海主权权益，美军在南海举行双航母演
练，并频频派军机军舰抵近侦察。有人
认为，美国在南海制造摩擦冲突的可能
性上升。南海还能否保持风平浪静？

王毅：最近美国在南海不断挑事：一
是违背多年来不选边站队的承诺，公然
介入南海领土主权争议。二是不断加大
和炫耀在南海军事存在，仅今年上半年
美国军机在南海的活动就多达2000多
次。三是大肆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
系，干扰“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
美方的目的就是要把南海搞乱，把地区
国家绑上美国战车，从而服务于其国内
政治和地缘战略。地区国家都要提高警
觉，不能让美方肆意破坏来之不易的和
平与发展成果。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不能
成为国际政治的角斗场。经过多年努
力，地区国家已经找到了妥善解决分歧
的有效途径，达成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共
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明确共识。事实
已经证明，通过对话解决争端才是最符
合地区国家利益的正道，维护南海和平
稳定是地区国家共同的任务。当前形势
下，中方建议排除一切干扰，尽快重启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争取早日达成这
一有利于维护南海长治久安的地区规
则。同时，中国也愿继续同沿岸国加强
海上合作，深化安全互信，推动共同开
发，真正使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
海、合作之海。

新华社记者：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建
交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从现在到 11 月
美大选前，你对中美关系感到乐观还是
悲观？中美双方当前最需要做什么？

王毅：中国的对美政策保持着连续
性和稳定性，同时我们也做好了中美关
系爬坡过坎、经历风雨的准备。从根本
上讲，美国寻求将中国打造成对手是严
重战略误判，是把自身战略资源投入到
错误的方向。中方始终愿本着不冲突不
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精神，与美方
共同构建一个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
系。同时，我们也必将坚定捍卫自身的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因为这是作为一
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美国应当
履行《联合国宪章》倡导的各国主权平等
原则，学会并适应与不同制度、不同文明
和平共存，接受世界走向多极化的现实。

面对中美关系建交以来的最复杂局
面，我们有必要为中美关系树立清晰框
架：

一要明确底线，避免对抗。中美关
系要健康发展，关键是坚持相互尊重。
中国从来无意也不会干涉美国的大选和
内政，美国也应该丢掉按自己的需要改
造中国的幻想，停止对中国内部事务的
无理干涉，停止对中国正当权益的蛮横
打压。

二要畅通渠道，坦诚对话。对话是
解决问题的前提，没有对话，问题只会越
积越多，甚至导致失控。中方对话的大
门是敞开的，我们愿秉持平等开放态度
同美方沟通交流，恢复重启各层级、各领
域的对话机制。

三要拒绝脱钩，保持合作。中美利
益已深度交融，强行脱钩将使两国关系
受到长远冲击，危及国际产业链安全和
各国利益。疫情当前，我们愿与美方在
疫情防控、经济复苏等领域开展互利合
作，相互借鉴和分享抗疫经验，共同参与
和推动全球抗疫多边合作。

四要放弃零和，共担责任。这场疫
情再次证明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传
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几乎所
有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离不开中美
以及世界各国的协调应对。中美双方应
当秉持人类情怀，履行大国责任，在联合
国等多边机制中开展必要协调合作，共
同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王毅就当前中美关系接受新华社专访

新华社北京8月 5日电 近日，世界
多国政党政要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反对美国一些政客出于遏制中国发展
的图谋，炮制抹黑中国的言论，升级挑衅中
国的举动，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发展振
兴的保障，也是世界和平发展的保障。

布基纳法索争取进步人民运动主席
孔波雷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
下，中国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上
升，并致力于全球合作，促进互利共赢。
某些国家固守冷战思维，企图重拾遏制
政策。我们呼吁全世界摒弃冷战思维和
意识形态偏见，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共同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人类进步。
埃及共产党政治局表示，美国一些反

华政客企图阻碍中国的发展进程，在世界
上制造紧张氛围，危害世界各国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努力。埃
及共产党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的权利，坚信那些挑拨中国共产党同
中国人民关系的图谋必将失败。

土耳其爱国党主席佩林切克表示，某
些国家变本加厉对中国实行经济、军事和
政治等方面的打压措施，我们对此坚决反
对。中国共产党既是带领中国人民脱贫致
富以及实现“中国式发展奇迹”的创造者，
也是世界和平与未来希望的保障。

黎巴嫩阿拉伯统一党政治局谴责某些
国家对中国发动的诽谤攻势和践踏中国权
利的种种行径，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
期在多个涉华议题上不断指责中国，其根
本目的是削弱中国在国际上抗衡美国单边
主义的作用。黎巴嫩阿拉伯统一党赞赏中
国对世界各国人民采取的积极立场，感谢
中国在经济、发展等领域对发展中国家的
支持。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帕乌诺夫表示，美国一些政客近期发表的
立场和声明是赤裸裸的挑衅，必须予以严
厉谴责。在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
背景下，这不是国际政治应有的风格和方

式。实践证明，团结合作比各自为战更有
力量。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发表中央主席团声
明表示，近年来美国在新疆、西藏、香港等
一系列问题上不断抹黑、打压中国，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近期言论具有强烈破坏性，将
使国际形势紧张升级。中国共产党在中国
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并领导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中国积
极致力于国际平等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具有越来
越大的吸引力。俄共支持俄中巩固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携手推动国际关系民主
化进程。

多国政党政要呼吁抵制冷战思维和挑衅行径 新华社贝鲁特8月4日电 （记者 李良勇）黎巴
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4日傍晚发生剧烈爆炸，目前已
造成至少73人死亡、3700人受伤。

当地时间4日18时10分左右，贝鲁特港口区发
生剧烈爆炸。新华社记者所在的办公大楼距港口约5
公里，记者先是感到大楼晃动，随后听到爆炸声，看到
天空升起粉色蘑菇云和浓烟。爆炸声震耳欲聋，北部
比布鲁斯、南部赛达等多个城市的居民都能听到。

爆炸导致贝鲁特多个街区严重受损，到处可见破
损的建筑物和散落的玻璃碎片。在爆炸地点附近的
阿什拉斐叶街区，居民比拉尔对新华社记者说，事发
时整个街区“就像遭受一场灾难”，许多人受伤。据当
地媒体报道，距爆炸地点10多公里的总统府建筑也
受损。

事发近两个小时后，现场依然浓烟滚滚，一些集
装箱在爆炸中被掀飞、变形，旁边的仓库一片狼藉，纸
箱等物品四处散落。距爆炸点几十米的修车厂员工
塔拉勒惊魂未定，甚至不愿回忆事发时的情况。他的
朋友说，修车厂员工很多人受伤，已被送往医院。

爆炸发生后，大量救护车赶往现场运送伤亡人
员。许多消防车前往现场救火，军方还出动多架直升
机帮助灭火。军警在周边区域设置封锁线，禁止无关
人员进入港口区。

黎巴嫩卫生部长哈桑当天说，初步统计显示，爆
炸造成至少73人死亡、3700人受伤。因贝鲁特的医
院收治能力有限，他呼吁将伤亡人员分散至周边医
院，同时号召所有医护人员参与救治伤员。

目前，爆炸具体原因暂不清楚。有黎巴嫩媒体报
道说，港口一处仓库发生火灾并引起爆炸。目击者
说，当天共发生两起爆炸，中间间隔几秒钟。黎内政
部长法赫米说，爆炸可能由2014年即存放在港口仓
库内的化学品硝酸铵引起。

黎总统奥恩当天召集紧急安全会议，指示军方做
好爆炸后应对，要求有关部门为伤者提供免费救治，
向遭受巨大损失或流离失所的家庭提供帮助。

黎总理迪亚卜当天视察爆炸现场，随后宣布5日
为全国哀悼日，并表示黎巴嫩将向国际社会寻求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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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中国赴阿塞拜疆抗疫医疗
专家组 4 日抵达阿首都巴库，应阿塞拜
疆政府邀请为当地新冠疫情防控提供支
持。此次赴阿专家组一行 10人，由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流行病学、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重症医学等科室业务骨干组成。
中方向阿塞拜疆捐赠的一批医疗防护物
资同机抵达。 新华社发

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
抵达阿塞拜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