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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国务卿就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五周年发表声明 我外交部回应

南海不是美国谋求地缘政治私利的狩猎场
我外交部

澳大利亚人权记录劣迹斑斑

受虐 童工 贫困
——美国儿童权利谁来维护？

新华社洛杉矶7月11日电（记者 谭晶晶）商业太空
游正从“科幻”走向“现实”。英国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
的“团结”号太空船11日完成首次满员载人太空试飞，搭
载4名任务专家和2名飞行员，包括维珍银河创始人理
查德·布兰森。

此次顺利试飞将维珍银河的商业太空游计划再向前
推进一步。任务团队将对飞船进行全面检查，评估各项
数据。维珍银河表示，计划在2022年正式开启商业太空
游业务，在此之前还将试飞两次。

除维珍银河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
公司等多家私企也在积极开发飞行器，抢占商业太空旅
游先机。蓝色起源计划于7月20日进行首次载人试飞，
其创始人、亚马逊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将搭乘
“新谢泼德”飞行器参与。埃隆·马斯克创办的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计划于今年9月搭载4名公众进行为期3天的
太空之旅。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是将游客送入近地轨道，可以说是
真正的太空，而维珍银河和蓝色起源都是将游客送入距地
面100千米以内的亚轨道，严格说来是地球大气层和太空
的过渡区。不过，二者实现方式又有所不同。

蓝色起源是使用火箭将载人太空舱垂直发射到地球
上空约100千米处，随后太空舱进入几分钟失重状态，再
在降落伞缓冲下返回地面。

维珍银河则用双体运输机搭载太空船升空，在距地
面约15千米的高空释放。随后，太空船启动发动机加速

至音速的3倍以上，数分钟后关闭发动机，借助惯性继续
爬升。在到达距地面约80千米以上高度后，乘客可经历
数分钟失重状态，此后飞船缓慢转向、滑翔下降并降落在
地面。

太空旅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记者曾在一次
采访活动中体验过蓝色起源“新谢泼德”载人太空舱实物
模型，在地面模拟长约11分钟的“太空之旅”。载人舱小
巧精致，设计精密，可容纳6名乘客，其落地观景舷窗面
积约为波音747飞机舷窗的3倍，便于太空观景。

记者落座后，倒计时提示火箭即将“升空”。座椅前
的液晶屏展示火箭点火、发射、升空的画面，并显示飞行
器高度、速度等实时数据。几分钟后，屏幕提示火箭助推
引擎熄灭，箭船分离，飞行器已到达100千米左右高度。
此时，飞行器内的乘客进入约4分钟的失重状态，可解开
安全带在太空舱里飘浮。随后太空舱开始“返回”地面，
有类似乘坐过山车时自由落体的感觉。

据介绍，太空旅行前，乘客将接受一系列培训，包括
轨道力学、微重力等状态下的操作、应急准备、宇航服穿
脱、进出舱等。

商业太空旅游时代即将开启，但几分钟的太空游票
价不菲。据美国媒体报道，维珍银河的太空游票价目前
定价每张约25万美元，已有超过600人预订；蓝色起源
首次载人试飞的票价竞拍到每张2800万美元；而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载人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船票”为
每张约5500万美元。

虐童问题触目惊心
童子军协会性侵丑闻只是美国儿童

受虐问题的冰山一角。美国卫生与公众
服务部下属的儿童与家庭管理局 2019
年发布的《虐待儿童报告》显示，2017财
年收到的虐待儿童报案共涉及350万名
儿童，比上期报告发布的2013财年增长
10%；经调查确定为虐待受害者的儿童
有约67.4万人，比2013财年增长2.7%，
其中 1720 名儿童死亡；受虐儿童中遭
到身体虐待的占 18.3%，遭到性虐待的
占8.6%。

美国近年来曝出多起重大虐童丑闻。
美国边境执法部门对非法移民儿童的虐待
等案例，更是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从
2018年4月开始，美国执法部门强行将抓
获的拉美国家非法移民与其未成年子女分
别安置，导致大量儿童被迫与亲人“骨肉分
离”。由于移民拘留中心脏乱拥挤、缺医少
食，被拘押的非法移民儿童生存环境恶劣，
部分人患病死亡。

时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
德·侯赛因在2018年6月人权理事会会议
上指出，美国的“骨肉分离”政策可能构成
“获得政府批准的虐待儿童行为”。尽管美
国政府后来因各方强烈反对而终止了这一
政策，但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6月公布的
数据显示，在2017年7月至2021年1月间

遭分离的3913名儿童中，仍有2127名儿
童没有与父母团聚。

童工问题备受诟病
童工问题是美国在儿童权利方面备

受诟病的另一严重问题。美国是世界上
唯一没有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
国家，使用童工现象在美国普遍存在。据
美国官方统计，2019年美执法人员查处
的违反《公平劳动标准法》的童工案件达
858宗，在危险职业场所工作的未成年人
达544名。
在美国众多童工中，农业领域童工的

生存状况最为堪忧。根据相关报告，美国约
有50万名童工从事农业劳作，很多孩子从8
岁开始工作，每周工作时长达72小时，每天
劳作10小时以上也不鲜见。这些农场童工
长期暴露在危险之中，经常接触农药等化学
品，需要操作锋利的工具和沉重的机械，其中
多数人缺乏必要培训和保护措施。

美国政府问责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3至2016年间，美国共有452名童工死
亡，其中237人来自农场，占比超过一半。
美国农场童工的恶劣境况已引发国际社会
关切。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实施与建议专家
委员会多年来不断就美国童工问题发表评

论，多次对美国农场出现大量童工严重工伤
事故表达关切。

儿童贫困堪称“耻辱”
美国的儿童贫困问题是发达国家中最

严重的之一。美国儿童保护基金会发布的
2021年版“美国儿童现状报告”显示，2019
年，美国约有1050万名贫困儿童，占儿童
总数的14.4%，相当于平均每7名儿童中就
有一人生活在贫困中。71%的贫困儿童为
有色人种，6岁以下贫困儿童多达 360 万
人，其中160万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报告
还指出，儿童贫困问题在新冠疫情期间进
一步恶化。

美国福布斯新闻网去年5月报道说，调
查显示，大量美国儿童在疫情中面临饥
饿。截至2020年4月底，在有12岁以下儿
童的美国家庭中，面临食品危机的比例高
达五分之二。

贫富差距悬殊、种族不平等现象严重等
社会问题是美国儿童贫困率较高的主要原
因。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以发达国家
为主的37个国家的调查统计，美国17岁及
以下儿童的贫困率排名第五，高于其他发达
国家，甚至高于少数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儿童贫困问题却如
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儿童保护基金会将其称
为“我们国家最大的道德耻辱”。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据新华社新德里7月12日电 据印度媒体12日报道，印度北
方邦、拉贾斯坦邦和中央邦过去24小时有72人因雷击死亡，另有
多人受伤。

据报道，过去24小时，北方邦普拉亚格拉杰、坎普尔和法塔赫
布尔等地区有42人遭雷击身亡，拉贾斯坦邦斋浦尔等地区有23
人因雷击身亡，中央邦有7人死于雷击。

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拉贾
斯坦邦首席部长阿肖克·盖洛特宣布，当地政府将为每名遇难者家
属提供50万卢比（约合6700美元）的补偿金。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潘洁成欣）外交部发言人赵
立坚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7届会议上批评澳大利亚人权问题，是因为澳大利亚的人权记录
劣迹斑斑，铁证如山。澳方应该停止打着人权的幌子攻击抹黑他
国，多反躬自省，解决好自身的人权问题。

赵立坚说，澳国内针对非洲裔、亚洲裔等少数族裔和穆斯林、
土著人的长期系统性歧视、仇恨犯罪十分严重。历史上，澳对原住
民实行“种族灭绝”“强迫劳动”，使大批原住民惨遭屠杀和奴役，原
住民人口从殖民前的75万至100万人锐减至20世纪30年代的
7.4万人。原住民的语言、文化权利也遭到残忍剥夺。1910至
1970年，澳政府先后实施“白澳政策”和“同化政策”，建立英语寄
宿学校，强迫原住民学生住校，以远离家庭和族群，在校期间禁止
他们使用原住民语言，导致澳原有的300余种原住民语言中110
种濒临灭绝。澳强行将近10万名原住民儿童集中在白人家庭和
专门机构收养，切断他们与原生族群的语言和文化联系，使得这些
人成为“被偷走的一代”。

赵立坚说，直至今天，澳原住民生存境况依然堪忧。2018年
以来，澳全国原住民失业率在20%左右，是全澳平均失业率的近4
倍。原住民平均寿命比非原住民低7.8至8.6岁，婴幼儿死亡率是
其他族群的2倍。截至2020年3月，澳全国监狱中被羁押的原住
民占全部在押人员数量将近30%，远高于原住民人口比例。

他表示，澳还在第三国设立离岸拘留中心，大量移民、难民和
寻求庇护者被长期甚至无限期强制关押，基本人权受到严重侵
犯。澳军人在阿富汗等海外军事行动中，犯下严重战争罪行，但至
今逍遥法外。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潘洁
成欣）针对美国务卿布林肯就南海仲裁案
所谓裁决出台五周年发表声明，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12日说，美方声明罔顾南海问
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违反和歪曲国
际法，违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在南海主权
问题上不持立场的公开承诺，蓄意挑动南
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挑拨地区国
家间关系，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是极不负责
任的。中方对美方错误行径表示强烈不
满、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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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立坚说，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
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有着充分的
历史和法理依据，并为中国历代政府所坚
持。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没有任何国
家对中方的上述立场提出异议。美方所谓
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缺乏国际法基础的
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他说，南海仲裁案违背“国家同意”原
则，仲裁庭越权审理、枉法裁判，在事实认
定和法律适用上存在严重谬误，违反《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法，所作裁决是非法
的、无效的。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案，
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中国在南海的主
权和权益丝毫不受该裁决影响，中国也不
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或行动。明眼
人看得非常清楚，南海仲裁案就是一场政
治闹剧，美方作为闹剧的始作俑者和幕后
操手，企图以此抹黑打压中国。此次，美方
借非法裁决出台五周年再次炒作南海问
题，其政治图谋昭然若揭。
赵立坚说，中方一贯坚持通过友好谈

判协商解决处理南海问题，始终平等对待
南海周边国家，在维护南海主权和权益方
面保持着最大克制。与此相反，美国动辄
派大规模先进舰机到南海搞军事侦察、演
习，非法闯入中国领海领空及岛礁邻近海
空域。今年以来，美方对华海空抵近侦察

近2000次，针对中国的大规模海上军演超过
20次。美方还滥用带有冷战色彩的双边军
事协议对中方威胁使用武力，暴露出赤裸裸
的强权逻辑和霸权行径。究竟是谁在南海搞
“胁迫和恐吓”，又是谁在“威胁航行自由与安
全”，真相不言自明。

他说，中方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
践行者，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始缔约
国，始终坚持正确理解、认真执行公约，以实
际行动捍卫公约的权威性和完整性。美方动
辄以国际法卫道士自居，言必称公约，频频拿
公约说事，请美国先加入公约再说。美方口
口声声坚持“基于规则的秩序”，却拒不执行
国际法院的判决、咨询意见以及联大决议，对
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这种实
用主义、利己主义和双重标准的做派在世人
面前早已暴露无遗。

赵立坚说，南海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
通道之一，也是中国海上贸易的生命线。全
球约30%的货物贸易经过南海，每年约有10

万艘商船航经南海。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
国家共同努力下，一段时间以来南海一直保
持着畅通安全，没有听说有任何船只在南海
航行受阻、安全受到威胁。美方所谓南海航
行自由受到威胁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赵立坚说，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的家园，
不应成为美国谋求地缘政治私利的狩猎场。
中国与南海当事国通过对话磋商有效管控矛
盾分歧，不断推进务实合作。中国与东盟国
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
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重要进展。
美国等域外国家应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
平稳定的努力。中方敦促美国停止滥用国际
法，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停止在南
海挑衅滋事，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
国际法，尊重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不要
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将继续坚定依
法维护自己的主权、权益和安全，坚定维护与
地区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坚定维护南海的
和平稳定。

维珍银河完成首次满员太空试飞

商业太空游时代到来
据新华社洛杉矶7月 11日电

（记者 谭晶晶 黄恒）英国维珍银河
公司的“团结”号太空船11日完成首
次满员太空试飞，向其商业太空游
计划迈进一步。该公司创始人理查
德·布兰森作为机组成员参与此次
试飞。

此次试飞后，任务团队将对飞
船进行检查，全面评估各项数据。
维珍银河计划在2022年正式开启
商业太空游业务，在此之前还将进
行两次试飞。

商业太空游是何体验
1

2

3

1.“团结”号太空船摄像头拍摄的画面。
2.“团结”号太空船成员处于失重状态。
3.“团结”号太空船首次满员太空试飞成员的照片。

新华社发

印度70多人遭雷击身亡

国际观察

美国童子军协会日前与约6万名曾遭性侵的前童子军成员的代表团体达成总
额8.5亿美元的赔偿协议。这起美国迄今最大的性侵丑闻让以“人权卫士”自居的
美国自身糟糕的儿童人权状况暴露在世人面前。受虐待、当童工、陷贫困……种
种事实让人不禁要问：美国儿童的权利谁来维护？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12日电（记者任珂）欧盟理事会12日
宣布，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延长6个月到明年1月31日，理由是
俄罗斯未能充分执行明斯克协议。

欧盟理事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在6月下旬的欧盟峰会上，各成
员国领导人呼吁俄罗斯充分承担全面落实明斯克协议的责任，这
是欧盟对俄制裁立场发生实质性转变的关键条件。

声明说，欧盟对俄制裁措施限制了某些俄罗斯银行和公司进
入欧盟一级和二级资本市场，进一步限制了俄罗斯获得可用于能
源领域的某些敏感技术。制裁措施还禁止向俄罗斯金融机构提供
各种形式的金融援助和经纪业务，禁止俄方直接或间接进口、出口
或转让所有与国防有关的原料。

欧盟以明斯克协议未能得到完全执行为由，已多次延长对俄
制裁。欧盟最近一次对俄制裁将于今年7月31日到期。针对欧
盟的制裁，俄罗斯采取了反制措施。

欧盟再次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延长6个月至2022年1月31日

新华社日内瓦7月12日电（记者 陈俊侠 聂晓阳）全球疫苗
免疫联盟（GAVI）12日发布新闻公报，宣布已同中国国药集团和
科兴公司分别签署了预购协议，这意味着国药疫苗和科兴疫苗进
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疫苗库，并可从7月开始
向COVAX供应疫苗以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冠疫情防控。

COVAX由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主导。新闻
公报介绍，考虑到这两种疫苗已经进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可
以立即向COVAX各参与方供货。根据协议，两家中国公司今年
10月底前可向COVAX供货1.1亿剂新冠疫苗，后续长期供货。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同中国公司的协议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急需扩大疫苗接种率、遏制新冠病毒传播之际达成的。全球
疫苗免疫联盟首席执行官塞斯·伯克利在公报中说：“我欢迎今天
的协议，这使得COVAX参与方可以立即获得疫苗。”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有关人员表示，两家企业与全
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协议，是中方以实际行动践行疫苗“全球公共
产品”承诺的重要体现。中国政府一直积极鼓励支持中国疫苗研
发企业参与COVAX，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中国目前已有多
款新冠疫苗在国内获得紧急使用许可，同时还有多款疫苗正处于
临床试验阶段。此外，还有多家中国疫苗企业表达了加入CO-
VAX的积极意愿，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中国疫苗早日进入世卫组
织紧急使用清单，早日入选COVAX疫苗库，为全球团结抗疫作
出积极贡献。

中国国药和科兴新冠疫苗

进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疫苗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