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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正确发展轨道

埃及宣布与卡塔尔恢复外交关系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者 孙楠 潘洁）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20日表示，中方对美政策是一贯的、明确
的。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
系尽快回到正确发展轨道。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白宫国安会“印
太协调员”提名人坎贝尔近日表示，中美关系如沿着当前
道路走下去，将进入非常可怕的境地。双方应暂停针锋
相对的做法，设立合适的接触渠道和机制，并采取一些温
和步骤，向对方发出改善关系的积极信号。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一贯认为，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
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美
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并
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责任。
“中方对美政策是一贯、明确的。”华春莹说，我们致

力于同美方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同
时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美国新一届政
府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推动
中美关系尽快回到正确发展轨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
世界人民。

另有记者问：据报道，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19日发布的针对欧洲11个国家、1.5万民众的民调结果显
示，多数欧洲人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破裂，经过特朗
普4年执政后的美国已不可信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这充分说明是非自有曲直，公道自在人
心。无论蓬佩奥之流如何撒谎、欺骗、散布仇恨和对抗，
如何大搞“谎言外交”“恫吓外交”“胁迫外交”，大家心中
都有一面镜子，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
“对本届美国政府执政期间的表现，大家心中自有一

杆秤，历史也会作出公正评价。”她说。

我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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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举报“拿走佩洛西电脑”的女子被捕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者陈立希）美国宾夕法尼
亚州女子赖莉·琼·威廉姆斯18日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
先前接到举报，称威廉姆斯疑似在美国国会大厦骚乱期间，
从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办公室拿走电脑设备。

美联社以一名司法部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威廉姆斯18
日被捕。尚不清楚她首次出庭的时间。

依据联邦调查局17日发布的逮捕令，威廉姆斯没有被
指控偷窃，所涉罪名为非法进入国会大厦和扰乱社会治安。

美国国会6日骚乱造成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被舆论
称为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一些电子设备在骚

乱期间丢失，引发安全方面担忧。
联邦调查局说，一名自称威廉姆斯前男友的人打来电话，

称他从威廉姆斯的朋友那里看到视频，显示威廉姆斯从佩洛
西的办公室拿走一台笔记本电脑或是一个硬盘驱动器。

那名男子说，威廉姆斯准备把上述设备送给一个在俄
罗斯的朋友，后者计划把它卖给俄对外情报局。不过，这一
计划未能实施。那名男子猜测设备仍在威廉姆斯手中，或

者已被销毁。
调查仍在继续。佩洛西方面8日证实，一间会议室内的

一台笔记本电脑被人拿走。不过，那只是一台“用于做演示的
笔记本电脑”。

联邦调查局早些时候说，威廉姆斯已更换手机号并删除
一些社交媒体账户，躲到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附近，和母亲
住在一起。

国际疫情

新华社德黑兰1月20日电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总
统鲁哈尼20日呼吁美国新一届政府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
恢复履约。

鲁哈尼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的
“极限施压”和“经济恐怖主义”政策完全失败。过去4年，特朗普
政府违反法律，不履行其应尽义务。伊朗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能
够遵守承诺，消除过去4年留下的“污点”。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月20日电（记者刘天）巴基斯坦药品管
理局日前给予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紧急使用授权，这是巴
基斯坦批准紧急使用的第二款新冠疫苗。

据巴药品管理局官网公告，该机构在18日举行的注册委员会
会议上批准给予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紧急使用授权，并表
示英国牛津大学与阿斯利康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已于本月
15日获得授权。

巴基斯坦：授权紧急使用中国国药新冠疫苗

据新华社东京1月20日电（记者华义）日本有关机构统计的
新冠疫情数据显示，19日该国单日新增新冠死亡病例数首次超过
百例，还有一些数据指标也破纪录。此外，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
认为变异新冠病毒可能已在日本社区传播。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19日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5321例，累计确诊340781例；新增死亡病例104例，单日新增死
亡病例数首次超过百例，累计死亡4687例。

日本：变异病毒可能已社区传播

据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者 潘洁 孙楠）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20日在谈到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有关涉疆言论时表示，蓬佩奥在过去几年里撒了太多
谎，放了太多毒。这些年蓬佩奥散布的各种谎言和流毒，
必将随着他本人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蓬佩奥之流
必将受到历史公正的审判和清算。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19日，蓬佩奥发表声
明，宣布美国正式认定中国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穆斯林
和其他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中方对此
有何回应？
“蓬佩奥在过去几年里撒了太多谎，放了太多毒。你

提到蓬佩奥的所谓认定只是其中一个荒唐的弥天大谎。
蓬佩奥的所谓认定在我们看来就是废纸一张。”华春莹说。

她说：“这位以撒谎、欺骗而臭名昭著的美国政客，正
在以其末日疯狂和世纪谎言把自己变成末日小丑和世
纪笑话。”

华春莹指出，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在国际法中有明

确定义。所谓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和犯反人类罪，
彻头彻尾就是以蓬佩奥为代表的个别反华反共势力蓄意炮
制的耸人听闻的伪命题和恶意荒唐闹剧，只存在于蓬佩奥
之流的丑恶政治阴谋中，过去不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
发生在中国大地上。

华春莹说，关于中国新疆地区的事实真相，中方已经反
复耐心地进行了介绍和说明。中方迄今已经先后发布8本
涉疆白皮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已举办23场新闻发布
会，以大量翔实数字、事例，展现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团结和谐的生活。2019年，新疆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2
亿人次。有100多个国家的1200多名外交官、记者和宗教
团体代表去新疆参访过。他们在领略新疆美丽风光的同
时，亲眼见证了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团结和睦、欢乐祥和。
“蓬佩奥编造包括涉疆在内的各种谎言，不仅是对包括

2500万新疆人民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也是对
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判断力的极大侮辱，更是对道义和基
本良知的背叛和挑战。”华春莹说，蓬佩奥对事实视而不见，
却将谎言奉为圭臬，反映出的不仅是他本人的品质低劣，而
且反映出美国个别势力企图通过抹黑攻击中国和中国共产
党，制造所谓新疆问题，以人权为幌子干涉中国内政，破坏
中国安全稳定、阻遏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
“当前新疆稳定繁荣的大好局面岂是蓬佩奥之流污蔑抹

黑就可以改变的？！中国56个民族、14亿人民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意气风发、携手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新征程上，又岂是蓬佩奥之流以螳螂之臂就能够阻挡
的？！”华春莹说，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这些年蓬佩
奥散布的各种谎言和流毒，必将随着他本人一起被扫进历史
的垃圾堆，蓬佩奥之流必将受到历史公正的审判和清算。

据新华社开罗1月20日电（记者吴丹妮马尔瓦·叶海亚）埃及
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说，埃及和卡塔尔当天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声
明说，两国当天交换了正式照会，同意恢复外交关系。

此举是根据第41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首脑会议本
月5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欧拉签署的《欧拉宣言》进行的。《欧
拉宣言》标志着埃及、沙特、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卡塔尔恢复
全面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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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小丑蓬佩奥必将受到历史公正审判和清算
据新华社哈拉雷1月20日电（记者张玉亮）津巴布韦政府20

日说，该国外交和国际贸易部长西布西索·莫约当天早晨因新冠肺
炎在一家医院去世。

莫约是津巴布韦第三位死于新冠的内阁成员。此前，农业部
长佩兰斯·希里和马尼卡兰省事务部长瓜拉津巴也都因新冠肺炎
去世。莫约生于1960年，曾在津军队服役多年。现任总统姆南加
古瓦上台后，莫约被任命为外交和国际贸易部长。

津巴布韦：外长莫约因新冠肺炎去世

伊朗总统呼吁美新政府重返伊核协议

据新华社罗马1月19日电（记者 李洁）意大利总理孔特领导
的执政联盟19日晚赢得议会参议院信任投票，这意味着他领导的
政府渡过了此次执政危机。

据参议院当晚在其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上发布的消息，孔特领
导的执政联盟以156票赞成、140票反对，16票弃权的结果赢得参
议院信任投票。

意总理孔特赢得参议院信任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