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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在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来临之际，多国政党政
要和友好人士致电致函习近平总书记
或中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表
示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百年
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纷纷表达同中国共
产党加强交流合作的愿望。

南非非国大主席、总统拉马福萨代
表非国大全国执委会及全体党员向习
近平总书记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表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
的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
描绘了实现全人类宏伟愿景的路径。
非国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开启迈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充满信
心，相信中国共产党必将取得更加辉煌
的成就。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主席、总统纽
西代表莫解阵党向中国共产党、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表
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接续奋斗，把中国建设成了强大的国家
和促进全世界团结、和平、发展的楷
模。莫解阵党与中国共产党理想相通、
情同手足，是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好兄
弟。中共百岁华诞是我们共同的节
日。莫解阵党期待与中方共同庆祝这
一重要历史时刻，进一步学习借鉴中方
宝贵经验，提振莫党和人民对未来发展
的信心。

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前总统
梅德韦杰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
年的重要时刻，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
成为强大的快速发展的国家，展现出应

对最严峻挑战的能力，充分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治理国家的担当和能力。俄中
两党协作正处于最高水平，完全同俄中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相匹
配。祝愿中国共产党根据既定方针、沿
着实现中国梦的征程继续前进！

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就伟大中国所
走过的历程向习近平总书记致以最热
烈的祝贺，表示中国致力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法国对此感同身受并热情
支持，因为面对21世纪诸多挑战，一个
繁荣、开放的中国是维护世界稳定、推
动共同进步的最好保障。

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主席、首
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向习近平总书记
致以衷心的祝贺，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引
领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为世界经济
作出重大贡献方面发挥了独一无二的
作用，“祖国之光”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密
切合作，进一步推动两国永久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总统武契奇
向习近平总书记致以衷心的祝贺和美
好的祝愿，表示铁杆友谊将塞中两国人
民紧紧相连，祝愿中国在坚强团结的中
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习近平总书记英
明伟大的领导下，继续全面发展，造福
中国人民。

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总书记、首相
奥斯曼尼向习近平总书记及中国共产
党领导层和全体党员致以最热烈的祝
贺和最诚挚的祝福，并表示，得益于习
近平总书记的执政理念、大刀阔斧的改
革和宏伟的倡议特别是“一带一路”倡
议，中国梦正在变为现实，中国已成为
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祝愿

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
不断取得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主席、政
府总理奥利表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
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促进全面发展的核
心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领导中国人民
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赢得国际社
会广泛赞誉。尼方对中国取得巨大成
就深感敬佩，期待同中方一道，推动建
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民族运动
党领袖、政府总理罗利代表特多政府向
习近平总书记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致
以衷心的祝贺，表示回望中国共产党筚
路蓝缕的奋斗历程和对国家富强、民族
复兴之路的艰辛探索，令人感慨不已，
中国今天在经济发展、脱贫攻坚和社会
进步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来之不
易。祝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更大
成就。

瓦努阿图瓦库党主席、政府总理拉
夫曼向习近平总书记致以热烈祝贺，表
示中国共产党凭借坚强有力的领导和
卓越的治国治党能力，带领中国在政
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事务等领域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祝愿中国共产
党永远繁荣昌盛。

马耳他工党领袖、政府总理阿贝拉
对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百年这一历史
性时刻表示祝贺，表示近年来马中关系
取得了巨大进步，马耳他工党高度重视
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愿进一步加强两
党互惠合作，促进马中关系发展。

也门全国人民大会党副总书记、议
长巴尔卡尼向习近平总书记以及伟大

的中华民族致以祝贺，表示对中国共产
党在追求自由、开展建设、推动发展道
路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在经济和良治领
域发挥的全球引领作用深表钦佩。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引
领中国跨越万里长城，搭建联通世界的
桥梁，以坚定步伐走向广阔天地。愿中
国共产党在造福人民、建设国家进程中
永远胜利！

联合国前秘书长、韩国创造美好未
来潘基文基金会理事长潘基文向习近平
总书记表达钦佩和敬意，表示中方通过
实施连续、稳定、可持续的宏观政策，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生
活水平持续提高，成为全球发展的典
范。衷心祝愿在习近平总书记英明领导
下，中国继续繁荣昌盛、取得更大进步。

此外，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斯
洛伐克方向党主席、前总理菲佐，罗马
尼亚亲罗马尼亚党主席、前总理蓬塔，
蒙古公民意志绿党主席冈呼雅格，柬埔
寨奉辛比克党主席诺罗敦·拉那烈，马
来西亚沙巴进步党主席杨德利，加蓬民
主党总书记布恩冈加，安哥拉人民解放
运动青年组织全国第一书记克里斯比
尼诺，白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盖杜克
维奇，亚美尼亚光明亚美尼亚党主席马
鲁江，美国共产党联合主席康布隆，丹
麦社会民主党总书记克里斯滕森，巴基
斯坦正义运动党高级副主席阿尔沙德，
波兰新左翼党副主席舍伊纳，意大利民
主党国际书记夸塔佩莱，英国工党上院
议员戴维森勋爵，德国弗里德里希·艾
伯特基金会理事长施密特，日本日中

“一带一路”文化经济交流机构理事长
竹内伸一。

多国政党政要和友好人士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新华社记者 郑思远 王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取得
非凡成就。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并在
国际舞台上弘扬多边主义，这为其他
国家树立了典范。”土耳其爱国党主席
佩林切克日前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佩林切克是土耳其知名政治家，
曾多次访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为创造美好生活而付出的巨大
努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还很贫
穷。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在短短几十
年间创造发展奇迹，成为推动世界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这一伟大实
践给其他国家带来启迪。”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
际，佩林切克表示，他相信在中共领导
下，中国在下一个百年将创造新的辉
煌。

佩林切克说，中国共产党是拥有
90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在
与其他国家政党交往时“平等而真
诚”，不会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强

加于别人，尊重其他国家根据自身特
点决定发展道路，这“令人钦佩”。

2020年，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世界
范围内消除贫困、实现和平发展作出
历史性贡献。

对此，佩林切克表示，中国让数亿
人摆脱贫困，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
成就之一，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
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佩林切克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抗
击新冠疫情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
表示，中国有效控制疫情，还向世界其
他国家分享抗疫经验、提供抗疫物资
和疫苗，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佩林切克高度评价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
他说，习近平主席在《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中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中国面
临的重大课题，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

佩林切克认为，中国积极促进多
边合作，倡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在这方面，这代表了人类的希
望和出路。”他说。

（新华社安卡拉6月21日电）

“中共伟大实践给其他国家
带来启迪”

——访土耳其爱国党主席佩林切克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中国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 日通报，截至
19日，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 10亿剂
次。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实施的规
模最大的接种工作迎来一个重大里
程碑节点。海外人士和媒体对此积
极评价，感叹中国疫苗接种工作速度
惊人。

埃及艾因沙姆斯大学孔子学院外
方院长、“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伊
斯拉·穆罕默德教授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中国生产、接种新冠疫
苗的速度令世界佩服。她说，中国新
冠疫苗接种超过10亿剂次，对全世界
来说，这是个惊人的消息。中国作为
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国家，在新
冠疫苗接种方面向全世界交出了一
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让人们见证了中
国疫苗生产供应能力和社会动员组
织能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 20日
报道说，中国已接种超过 10 亿剂次
新冠疫苗，占全球已接种疫苗总量的
近40%，这是中国无可匹敌的疫苗接
种行动中一个惊人里程碑。报道说，
中国新冠疫苗接种速度从 5 月起大
大加快。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为了推
进疫苗接种工作，中国采取了类似其
成功防控疫情的策略，将高科技工具
与基层动员相结合，同时推出了多种
激励措施。

法新社20日说，中国新冠疫苗接
种跨过10亿剂次大关。为了推进疫
苗接种，一些省份推出多种激励方
案，鼓励民众尽早接种疫苗。

俄罗斯的莫斯科回声电台网站
在报道中国推广新冠疫苗接种时表
示，没有哪个国家能接近中国那样
的新冠疫苗工业化生产规模，中国
的新冠疫苗接种速度在快速提高，
中国研制的新冠疫苗具有良好免疫
保护效果。

2020年 12月 15日，中国正式启
动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今
年3月下旬开始，中国加快推进国民
全人群免费接种。从1亿剂次到2亿
剂次，用了25天；从2亿剂次到3亿剂
次，用了 16 天……5月以来，新冠疫
苗接种进入“加速跑”，从9亿剂次到
10亿剂次仅用5天，日均接种量超过
2000万剂次。

（执笔记者 张晓茹 参与记者
胡丹丹 吴丹妮 栾海）

超10亿剂次！海外感叹
中国新冠疫苗接种速度惊人

这是 6月 20日在奥地利维也纳拍摄的伊核协议联合委员会政治总司长级会议现场。当日，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就
美伊恢复履约问题在维也纳结束第六轮会谈。欧盟代表莫拉在会后表示，会谈“接近达成协议”。 新华社发

欧盟代表：伊核协议相关方维也纳会谈“接近达成协议”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6月21日电
（记者 和苗 付一鸣）瑞典议会21
日对首相勒文进行不信任投票，超过
半数议员投票反对勒文继续担任首
相。勒文成为瑞典首位在任期内遭不
信任投票罢免的首相。

投票结果显示，有181票反对勒文
继续担任首相，109票支持，51票弃权。

不信任投票由瑞典左翼党发起，
其反对现政府计划让新建公寓租金市
场化。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中右
翼的瑞典温和联合党和基督教民主党
先后表示，支持不信任投票。

勒文当天在随后召开的线上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政府将有一周时间来
决定如何处理罢免危机，他将与其他
各党协商，尽快实现平稳过渡。

分析人士认为，勒文遭罢免后将
面临两种选择：解散现政府，由议长提
名新首相人选；或宣布在3个月内举
行议会选举。

2018年 9月瑞典举行议会选举
时，由勒文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环境党
和左翼党组成的中左翼阵营获得
40.6%的选票，以微弱优势击败反对
联盟中右翼阵营赢得大选，随后社会
民主党和环境党组建少数派政府。

瑞典首相勒文
遭议会罢免

新华社雅加达6月21日电 （记
者 汪奥娜）据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
署21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该国较
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4536例；
自去年3月以来，累计确诊超过200
万例。

数据还显示，截至21日，印尼累
计新冠死亡病例近 5.5万例，累计治
愈约180万例。近期，印尼连续多日
通报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过万，5月
开斋节期间大量返乡人员流动和聚集
的影响开始显现。在首都雅加达、中
爪哇省、东爪哇省检测出的变异新冠
病毒加速疫情蔓延。

印尼政府21日宣布，将进一步收紧
公共活动限制措施。印尼新冠疫情防控
及国民经济复苏委员会主席艾尔朗加表
示，在被标为红色的疫情最严重区域，至
少75%的企业员工应居家办公，学校、艺
术中心和宗教场所必须关闭，超市、购物
中心、餐厅、咖啡店等公共场所待客量不
得超过其待客能力的25%。

印尼正全力加快新冠疫苗接种，
总统佐科制定的目标是在7月初实现
每日接种100万剂。雅加达首都特区
要求自本周开始每日为10万人接种
新冠疫苗。印尼政府计划到明年3月
前为全国70%的人口，即1.815亿人
完成疫苗接种。

据印尼卫生部统计，截至21日该
国已有近1240万人完成全部两剂新
冠疫苗接种，超过2353万人已接种一
剂疫苗。

印尼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数超200万
收紧公共活动
限制措施

新华社伦敦6月20日电 （记者
张家伟 金晶）英国政府20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9284例，连续5天超过9000例，累
计确诊 4630040 例；新增死亡病例 6
例，累计死亡127976例。

自6月 16日以来，英国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连续5天在9000例以上，17
日至19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均超过1
万例。由于新冠疫苗接种覆盖范围越
来越广，英国新增死亡病例数维持在
低水平。

数据显示，该国已有超过4290万
人接种一剂疫苗，超过3130万人完成
两剂疫苗接种。

英国新冠疫苗接种采取分年龄段
开展的策略，从一线医护人员、临床上

易感人士以及高龄人群开始，逐步为
更低年龄段的人群接种。目前已开始
为18岁及以上人群接种。政府计划
在7月底前为所有成年人提供一剂疫
苗接种，按目前进展有望提前达成这
一目标。疫苗接种进展是英国政府实
施下一阶段“解封”措施的一个重要参
考指标。

英国首相约翰逊14日晚宣布，鉴
于 德 尔 塔 毒 株（印 度 首 先 报 告 的
B.1.617.2变异新冠病毒）正在英国部
分地区快速传播，英格兰地区将推迟4
周执行最后阶段的“解封”措施。按照
此前公布的路线图，如果新冠疫情形
势稳定，英格兰地区原定在6月21日
实施第四阶段放宽措施，取消剩余的
防疫限制措施。

英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连续5天超9000例

这是 6月 2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拍摄的一处设在体育场内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据马来西亚卫生部 21日公布的疫情数
据，该国较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611例，累计确诊701019例；新增死亡69例，累计死亡4477例。 新华社发

马来西亚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70万例

新华社德黑兰6月21日电 （记
者高文成 王守宝）伊朗原子能组织
20日晚发表声明说，位于该国西南部
的布什尔核电站因“技术故障”临时关
闭。

声明说，目前布什尔核电站已与
伊朗国家电网断开连接，关闭前已提
前通知伊朗能源部。伊朗原子能组织
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解决故障，恢复
供电。

伊朗媒体援引电力公司的消息报

道说，在布什尔核电站恢复供电前，伊
朗可能会遭遇用电紧张。今年夏初，
受夏季用电量增大、干旱影响水力发
电等因素影响，伊朗多地频繁发生停
电。

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唯一的核电
站，一期工程在俄罗斯技术支持下于
2011 年完工并开始运行，包括一台
1000兆瓦机组。二期工程计划安装
两台机组，仍由俄罗斯提供技术支持，
预计分别于2024年和2026年完工。

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因
“技术故障”临时关闭

新华社惠灵顿6月21日电 据美
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新西兰
东北部克马德克群岛附近海域21日发
生6.3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
产损失报告。

此次地震发生在新西兰时间 21
日 5时 05分（北京时间1时 05分），震
中位于南纬 30.214 度、西经 177.773
度，震源深度 10公里，震级为 6.3 级。
19 分钟后，该地区又发生一次 5.5 级

地震。
克马德克群岛属于新西兰，岛上无

常住居民。克马德克群岛由数十座火
山岛组成，分布在新西兰和汤加之间海
域，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

新西兰东北部海域发生6.3级地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