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堅持五個應當推動中韓關係向前發展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8月9
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山東青島
同來華訪問的韓國外長朴振舉行會談。

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成就
王毅說，今年恰逢中韓建交30周
年。孔子曰， 「三十而立」 。中韓關係歷
經風雨洗禮，理應更加成熟、更加自主、

更加穩定。歷史和實踐證明，中韓始終是
安全與共的鄰居，始終是相互需要的夥
伴。雙方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成
就，不僅為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重要利
益，也為本地區和平發展繁榮提供了穩定
性。
王毅強調，面向下一個30年，雙方
要總結有益經驗，把握好兩國關係發展穩

定大局。應當堅持獨立自主，不受外界干
擾；應當堅持睦鄰友好，照顧彼此重大關
切；應當堅持開放共贏，維護產供鏈穩定
暢通；應當堅持平等尊重，互不干涉內
政；應當堅持多邊主義，遵守聯合國憲章
宗旨原則。這五個 「應當」 是兩國人民意
願的最大公約數，也是時代潮流的必然要
求。中方願同韓方一道，堅持雙方確定的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定位，推動中韓關係健
康穩定向前發展。
朴振表示，面對全球動盪加劇、世
界進入大轉型時期，韓方願以兩國建交
30周年為契機，在韓中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的基礎上，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增進
互信，開展開放包容合作，使兩國關係更
加成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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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研究報告：美嚴重侵犯中東人權
中
▼國人權研究會 日發布研究報告指出，美國在中東等地犯下嚴重侵犯人
權罪行。圖為
年 月 日，美軍士兵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持槍面對數百
2003
名示威的伊拉克人。
新華社

罪行纍纍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
道：中國人權研究會 日發布
《美國在中東等地犯下嚴重侵
犯人權罪行》研究報告。報告
論述美國在中東及其周邊地區
犯下包括戰爭罪、危害人類
罪、任意拘押、濫用酷刑、虐
囚和濫施單邊制裁等罪行，揭
示出美國的罪行不僅導致中東
等地戰火連連，戰亂頻仍，深
陷衝突泥潭和安全困境，而且
導致當地人民的生命權、健康
權、人格尊嚴和宗教信仰自由
以及生存權、發展權等遭受嚴
重損害。報告指出，美國在中
東等地顛覆政權、干涉內政，
侵害他國主權和人權，強制推
行美式價值觀，其實質是維護
美國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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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主要內容包括三部分：發動戰
爭，屠殺平民，損害生命權和生存權；
強制改造，單邊制裁，侵害發展權和健
康權；製造 「文明衝突」 ，濫用監禁和
酷刑，侵犯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格尊嚴。
報告系統論述美國在中東及其周邊地區
犯下包括戰爭罪、危害人類罪、任意拘
押、濫用酷刑、虐囚和濫施單邊制裁等
一系列嚴重違背國際法的罪行，指出這
些罪行構成對人權的系統性侵犯，危害
持久而深遠。

屢用「顏色革命」改變中東
報告說，美國在中東等地肆意打壓
不順從自己的國家和組織，強制推行美
式價值觀，確保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經
濟秩序和安全秩序，其實質是維護美國
的 「軍事─經濟─觀念三位一體」 霸
權，其後果是改變地區國家的自主發展
道路，嚴重損害中東等地有關國家的主
權和當地人民的發展權、健康權。
報告從三方面予以詳細論述。第
一，顛覆政權、干涉內政，侵害他國主
權和人權。一方面，冷戰結束後，美國
為了全面主宰中東等地，對該地區不服
從美國旨意和利益的主權國家，以發動
戰爭等方式直接推動政權更迭，進而強
制移植 「美式民主」 ，改造有關國家的
制度和發展道路。另一方面，美國長期
支持非政府組織和代理人向中東社會滲
透，屢屢用 「顏色革命」 的手段改變中
東國家的發展道路。
報告指出，美國的強制 「制度輸
出」 ，不僅帶有深厚的霸權主義色彩，
而且破壞了地區國家自主探索發展道路
的努力，造成了一系列災難性後果。不
僅違反禁止使用武力、不干涉內政等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而且嚴重侵犯了相關

國家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和基
本人權。

美生效制裁措施逾9400項
第二，濫施單邊制裁，造成有關國
家蒙受嚴重經濟損失、民眾生活質量下
降。美國堪稱全球唯一的 「制裁超級大
國」 。根據美國財政部《2021年制裁評
估報告》，截至2021財年，美國已生效
的制裁措施累計達到9400多項。報告引
用美國塔夫茨大學教授德雷茲納在《外
交事務》雜誌發表的文章稱，美國歷屆
政府濫用經濟脅迫和經濟暴力手段，將
制裁作為解決外交問題的首選方案，非
但起不到效果，還造成人道主義災難。
第三，製造人道主義危機，嚴重損
害有關國家民眾的生命健康權。美國發
動的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及隨後的暴
力衝突，摧毀了伊拉克大量基礎設施，
國家公共服務能力極大下降，民眾面臨
缺水少電、缺醫少藥等問題，首當其衝
的受害者是窮人、兒童、寡婦、老人等
最脆弱的群體。
報告指出，美國政府無視新冠肺炎
疫情在全球蔓延，依然頑固堅持對伊
朗、敘利亞等國實施單邊制裁，導致被
制裁國家難以及時獲得抗擊疫情需要的
醫療物資。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分析估
計，在伊朗疫情最嚴重時期，美國持續
施加的制裁影響進一步加劇，可能導致
多達1.3萬人因此死亡。
報告指出，事實表明，美國在中東等
地嚴重侵犯當地人民的基本人權，給地區
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永久性傷害和無法彌補
的損失。美國的霸權本質和強權政治的野
蠻性、殘酷性、危害性暴露無遺，也讓世
界人民更加認清了 「美式民主」 與 「美式
人權」 的虛偽性和欺騙性。

今年 月 日，美國民眾在華
▲
盛頓舉行反戰示威，要求華府停
止開動 戰爭機器 。
美聯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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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16日，駐阿富汗
的美軍在阿富汗中部的瓦爾達克
省巡邏。
新華社

美國侵犯人權罪行
發動戰爭 屠殺平民

•2003年至2021年，伊拉克
約有20.9萬平民死於戰爭和暴
力 衝 突 ， 920 萬 民 眾 淪 為 難
民。

為達目的 濫殺無辜

•2017年，美軍對敘利亞城市
拉卡發動所謂 「最精準的空
襲」，導致178名平民喪生；

法民族權利和合理訴求長期得不到解決，
和平、發展和人權都無從談起。
報告說，美國摧毀中東文明古國文
化遺產。美軍入侵和佔領期間，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11大博物館之一
的伊拉克博物館囊括該地區蘇美爾、巴
比倫、亞述等各個歷史階段古代藝術和
文明精華的17萬件珍藏文物橫遭劫掠，
人類文明慘遭浩劫。
報告指出，美國虐囚和酷刑嚴重損
害穆斯林的人格尊嚴權。國際刑事法院
調查證據顯示，美軍在阿富汗漠視國際
公理、踐踏國際準則，長期對關押人員
施加 「折磨、虐待、侵犯個人尊嚴、強
姦和性暴力」 。

•截至2021財年，美國已生效
的制裁措施累計達到9400多
項。其中：

•僅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制裁至
少對伊朗就造成2000億美元的
經濟損失。

濫用監禁 侵犯自由

• 「
9．11」事件後，美國以
「反恐」為幌子在海外設立
「
黑監獄」，涉及至少54個國
家和地區，拘禁包括穆斯林、
女性和未成年人等在內的數十
萬人；
•創建關塔那摩監獄專門用以
關押來自中東等地的 「
恐怖分
子」，總共拘押了約780人。
資料來源：《美國在中東等地
犯下嚴重侵犯人權罪行》

美國對外戰爭的重災區。美國不僅糾
集盟友發動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
伊拉克戰爭等，還深度參與利比亞戰
爭和敘利亞戰爭，製造了世所罕見的
人道主義災難。美國布朗大學 「戰爭
代價」 項目研究指出，有超過17.4萬
人直接死於阿富汗戰爭，其中4.7萬多
是平民。另據全球統計數據庫的資
料，2003年至2021年，約有20.9萬伊
拉克平民死於戰爭和暴力衝突之中，
約有920萬伊拉克民眾淪為難民或被迫
離開故土。

扶植代理人 大賣武器

•超過17.4萬人直接死於阿富
汗戰爭，其中4.7萬多是平民；
350萬人流離失所；

單邊制裁 侵害他國

挑起文明衝突摧毀文化遺產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人權研究會9日發布《美國在中東等
地犯下嚴重侵犯人權罪行》研究報
告。報告指出，窮兵黷武的美國對地
區民眾的生命權和生存權造成直接、
嚴重和持久的傷害。
報告稱，美國自建國以來，沒有
參加過戰爭的時間不足20年，是一個
名副其實的 「戰爭帝國」 。冷戰結束
後，中東及其周邊地區所有重大衝突
和戰爭中幾乎總有美國的身影，淪為

•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是
美國在中東及其周邊發動的兩
場最大規模戰爭。其中：

•2021年8月29日，美軍在阿
富汗首都喀布爾實施的無人機
襲擊，造成10名平民死亡，其
中包括7名兒童。

﹂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人權研究會9日發布《美國在中東等地犯
下嚴重侵犯人權罪行》研究報告。報告
說，美國在中東等地製造 「文明衝
突」 ，濫用監禁和酷刑，不尊重文明的
多樣性，敵視伊斯蘭文明，摧毀中東歷
史文化遺產，嚴重侵犯中東等地人民的
基本人權。
報告指出，美國在世界範圍內散布
「伊斯蘭威脅論」 ，並借 「9．11」 事
件，在世界範圍內渲染 「伊斯蘭威脅
論」 ，故意誤導甚至煽動人們敵視伊斯蘭
教，歧視穆斯林，挑起 「文明衝突」 ，為
其發動全球反恐戰爭進行輿論準備和辯
護。在美國的阻撓下，巴勒斯坦人民的合

戰爭帝國製造罕見人道災難

•2019年3月18日，美軍出動
無人機在敘利亞─伊拉克邊境
尋找 「
極端組織」目標，炸死
64名平民婦女和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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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18日，一名患白血病的
伊拉克兒童躺在巴格達兒童醫院。由
於美軍在戰爭中使用貧鈾彈，伊拉克
兒童先天性缺陷率及癌症發病率上
升。
新華社

報告指出，美國為達到自己的軍
事目的，視他國平民生命為無物。一
是美國多次無差別攻擊中東等地平
民；二是美國廣泛採取空襲行動進行
所謂的 「反恐」 ，經常 「誤殺」 平
民，傷及無辜，任意剝奪生命權；三
是美國軍事承包商無端殺害平民。美
軍在海外肆意頻頻屠殺平民的行為毫
無疑問構成了危害人類罪。
報告還指出，美國在中東等地廣
泛扶植代理人，大量出售武器，造成
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

新華社：美國強迫勞動至今廣泛存在
【大公報訊】新華社8月9日發表
題為《美國在國內國際上實施強迫勞
動的事實真相》的文章。文章指出，
一段時間來，美國為了抹黑和遏制中
國，炮製所謂中國在新疆實行 「種族
滅絕」 「強迫勞動」 等世紀謊言，制
定並實施 「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
法」 ，詆毀新疆人權狀況，破壞新疆
民生發展。事實上，強迫勞動對新疆
完全是無中生有，而對美國則是自建
國伊始便已產生、時至今日仍然廣泛
存在，甚至愈發嚴重的頑瘴痼疾。
這份報告從歷史和現實、國內
和國際多個角度客觀記錄了美國在
強迫勞動問題上的所作所為，目的
是廓清事實、回擊謊言，讓世人認
清什麼是強迫勞動、是誰在搞強迫
勞動。讓謊言在事實面前無處藏
身、無所遁形。
報告指出，美國無視本國在歷史
上和現實中大量存在的強迫勞動和
「現代奴隸制」 問題，肆意誣衊抹黑
其他國家，散布所謂 「強迫勞動」 謊

言，充分暴露出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
虛偽雙標，以及打着人權幌子搞政治
操弄和經濟霸凌的慣用伎倆。

美應檢討自身 停止「以疆制華」
美國強推 「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
法」 ，絕非關心子虛烏有的新疆 「強
迫勞動」 問題，而是要剝奪新疆民眾
的工作權利，製造 「強迫失業」 ；是
要破壞新疆各族人民的生計，製造
「強迫返貧」 ；是要破壞國際經貿秩
序和產業鏈供應鏈，在國際上製造
「強迫脫鈎斷鏈」 。美方的所作所
為，本質上是打着人權的幌子危害人
權、打着規則的旗號破壞規則、打着
法律的招牌踐踏法律，逆時代潮流而
動，注定要失敗。
文章強調，美國政府應該做的
是，收起 「人權教師爺」 的惺惺作
態，檢討自身在強迫勞動問題上的纍
纍赤字，停止造謠抹黑，停止干涉中
國內政，停止實施 「維吾爾強迫勞動
預防法」 ，停止 「以疆制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