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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月 18 日电中国气候变化
事务特使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
翰·克里于 2021 年 4 月 15-16 日在上海举
行会谈，讨论气候危机所涉问题。会谈结束
后，双方发表声明如下：
　　一、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
一道解决气候危机，按其严峻性、紧迫性所要
求加以应对。这既包括强化各自行动，也包括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多
边进程中开展合作。双方回顾两国气候变化
领域的领导力与合作，为巴黎协定的制定、通
过、签署和生效作出历史性贡献。
　　二、走向未来，中美两国坚持携手并与其
他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双方回顾
巴黎协定第二条的目的在于将全球平均气温
上升控制在低于 2 ℃之内，并努力限制在

1.5 ℃之内。为此，双方承诺继续作出努
力，包括在巴黎协定框架下 21 世纪 20 年
代采取提高力度的强化行动，以使上述温
升限制目标可以实现，并合作识别和应对
相关挑战与机遇。
　　三、两国均期待 4 月 22/23 日美国主
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双方认同峰会的目
标，即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前提高包括减缓、适应和支
持的全球气候雄心。
　　四、中美将采取其他近期行动，为解决
气候危机进一步作出贡献：
　　（一）两国都计划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
候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之前，制定各
自旨在实现碳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
长期战略。

　　（二）两国计划采取适当行动，尽可能
扩大国际投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从高碳化
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转型。
　　（三）双方将分别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
基加利修正案中所体现的逐步削减氢氟碳
化物生产和消费的措施。
　　五、中美将在联合国气候公约第 26 次
缔约方大会前及其后，继续讨论 21 世纪
20 年代的具体减排行动，旨在使与巴黎协
定相符的温升限制目标可以实现。包括：
　　（一）工业和电力领域脱碳的政策、措
施与技术，包括通过循环经济、储能和电网
可靠性、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绿色氢能；
　　（二）增加部署可再生能源；
　　（三）绿色和气候韧性农业；
　　（四）节能建筑；

　　（五）绿色低碳交通；
　　（六）关于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
放合作；
　　（七）关于国际航空和航海活动排放
合作；
　　（八）其他近期政策和措施，包括减少煤、
油、气排放。
　　六、双方将合作推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
候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成功，该会议旨
在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如第 6 条和第 13
条），并大幅提高包括减缓、适应、支持的全球
气候雄心。双方还将合作推动在昆明举行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
功，注意到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的重要性，包括该框架与气候减缓和适应的
关系。

中美达成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记者高敬、侯雪静、
安娜）日本政府近日决定
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废水
处理后排入大海，引发广
泛关注。日本福岛核废水
处理技术靠谱吗？东京电
力公司可信吗？除了将福
岛核废水排放入海，日本
还有更优处理方式吗？福
岛核废水能与核电厂正常
运行时排放的废水相提并
论吗？记者 18 日就有关
问题采访权威专家。
　　问：日本采用的多核
素处理系统（ALPS）处理
效果如何？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专
家委常务副主任赵成昆表
示，日方目前对福岛核事
故废水的处理主要是通过
2012 年开发的多核素处
理系统（ALPS）过滤除氚
以外的其他核素。
　　 2020 年 2 月 10 日，
日本负责福岛核事故废水
处理研究的“ALPS 小组
委员会”发布报告显示，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 多 核 素 处 理 系 统

（ALPS）处理后仍有 73%
的废水超过日本排放标
准。另据东京电力公司公
布的数据，ALPS 运行至
今多次出现过滤后废水中
碘-129 等核素活度浓度
依然超标情况，效果未达
到预期。由此可见，即使技
术上可行，工程上也不一
定能完全实现并保持长期
稳定运行。
　　同时，日本福岛核事
故废水处理的实施主体是
东京电力公司。该公司在
核电安全运行方面屡有不
良记录，在福岛事故发生
前、后均有隐瞒虚报和篡
改信息的前科。据公开报
道，东京电力公司 2007
年承认自 1977 年起在福
岛第一、第二核电站 等
199 次例行检查中篡改检
测数据，隐瞒反应堆故障。
福岛核事故后续处置过程
中，该公司基于种种理由
应对迟缓。经过处理后的
废水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
排放标准，还要打上一个
问号。
　　问：福岛核废水只能
排入海洋吗？还有没有其
他更好的处理方式？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刘森林说，福岛
核事故废水处理处置不只
有排入海洋一种形式，但
日本选择了对本国最有利
的海洋排放方式。
　　日本对废水处置方案
曾提出过氢气释放、地层
注入、地下掩埋、蒸汽释放和海洋排放等五种选择。地
层注入和地下掩埋是在日本本国领土范围内处置，对
其他国家没有影响，经济成本高；蒸汽释放会产生固体
废物，需要进一步处理处置，经济成本相对较高，二次
废物会影响日本本国环境。日本在未与国际社会和利
益攸关方协商一致，未穷尽所有可实施手段的情况下，
出于本国私利，仅以储罐空间受限为由，选择经济代价
最小的海洋排放方案，单方面做出排海决定，将本该由
自身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全人类，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
行为，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
　　国际上，《核安全公约》和《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
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都规定放射性污染的最终
处置责任应由污染者承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
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
内的事件或活动所造成的污染不致扩大到行使主权权
利的区域之外。
　　日本理应本着对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负责的态
度，采取审慎措施，在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监督下，选
择最优方式处置核事故处理后废水。
　　问：有网民将日本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与各国
核电厂正常运行排放的废水相提并论，您怎么看？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研究员刘新华说，
核电厂正常运行排放的废水，我们称为“核电厂正常运
行液态流出物”，与日本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有本质
不同。
　　一是来源不同。日本福岛核事故是国际核事件分
级标准（INES）中最高级别的 7 级核事故，堆芯熔化
损毁，放射性物质大量释放。福岛核事故废水来自事故
后注入熔融损毁堆芯的冷却水以及渗入反应堆的地下
水和雨水。核电厂正常运行液态流出物主要来源于工
艺排水、化学排水、地面排水、淋浴洗衣排水等。
　　二是放射性核素种类不同。福岛核事故废水包含
熔融堆芯中存在的各种放射性核素，包括一些长半衰
期裂变核素，以及极毒的钚、镅等超铀核素。核电厂正
常运行液态流出物不与核燃料芯块直接接触，含有少
量裂变核素，几乎不含超铀核素。
　　三是处理难度不同。日本采用多核素处理系统

（ALPS）技术对福岛核事故废水进行净化处理，最终
能否达到排放标准还需验证。核电厂严格遵守国际通
行标准，采用最佳可行技术对废水进行处理，经严格监
测达标后有组织排放，排放核素远低于规定的控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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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洛杉矶 4月 17 日电（记者黄恒）
46 岁的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 2020 年
5 月 25 日在明尼阿波利斯街头遭白人警察
德雷克·肖万跪压颈部 9 分 29 秒窒息死亡。
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作为美国种族主义问题
的一个缩影受到全球持续关注。同时更应该
看到，美国主张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势力仍
在膨胀，不仅对美国国内的少数族裔，甚至对
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美国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问题持续已
久。早在殖民地时期，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
教徒获得了政治、社会等领域的优势地位后，
便开始在当今美国这片土地上系统性推行基
于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政策，长期屠杀、压
榨、迫害、歧视和攻击美洲原住民、非裔、亚裔
以及其他族裔民众。美国建国时，其领导者们
一边说着“人人生而平等”，一边却在 1789
年施行的宪法中保留了蓄奴制度。此后两百
多年的美国历史，既是一部白人至上种族主
义压迫其他少数族裔的历史，也是一部少数
族裔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历史。
　　对非裔，直到 1870 年黑人才获得选举
权，1954 年才推翻“隔离但平等”的种族歧
视原则，1964 年才废除公共场所的隔离，
1965 年才废除对其投票权的束缚，1968 年
才有了自由选择住宅的权利；对印第安原住
民，其人口因遭杀戮而急剧减少，拥有的土地
被一步步掠夺，最终被驱赶到最贫瘠的所谓

保留地，而这些土地上一旦发现有价值的资
源，马上就又会被政府强行征用；对亚裔，
1882 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
的移民法案，即《排华法案》，此后还先后通过
14 项法案，强化排华和歧视华裔，以此为蓝
本，1924 年美国会通过排日法案，直至特朗
普时代，还有禁止穆斯林入境的政令；对拉美
裔，暴力活动从未停止，2019 年的得克萨斯
州沃尔玛枪击案中，21 岁的白人凶手以阻止

“拉美裔入侵”的名义杀害了 22 人。
　　美国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是系统性的。
如今，美国虽然废除了表面上的种族隔离制
度，但保障白人至上和优先的种族主义却早
已病入骨髓，深入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投票权。对很
多少数族裔而言，比如生活在费城贫民区的
非裔或在纳瓦霍保留地的印第安人，规则并
不公正和平等。一些人口众多的非裔聚居区
只有很少的投票站且会提前关闭，而在一些
州，印第安裔美国公民的选票上必须要有一
个白人签名才算有效，而且即使有了合格签
名，那张选票也很容易以其他理由被判作废。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住宅购买权。在美
国，同族群聚居是一种明显的现象，其形成
便与种族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第一次和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非裔人口曾有两次大
规模迁徙，逃离遭受变相奴役的南方种植
园，进入需要劳动力的北方工业化城市。此

后，对于允许有色人种居民在白人住宅区
购买房屋是否违法，美国出现了一场历时
数十年的法律战。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1917 年宣判各地禁止有色人种入住白人
区的法令违宪，但白人资本家又合谋，利
用开发商对业主的种族限制条款、房屋贷
款机构的“不和谐种族”审核标准、分期付
款条件差异、建立社区隔离墙等种种方
式，将有色人种挡在白人社区之外，甚至
不向有色人种客户介绍白人社区房源一度
曾是房产中介行业的潜规则。
　　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之所以无法解
决，其根源是危险的意识形态。美国白人中
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
种以等级制为基础的世界观，是与平等和
个人自主这一所谓美国民主的核心理念相
冲突的。这种观念认为，大部分民众，包括
少数族裔、女性、穷人，应该受到更高等级的
白人精英领导，只有白人才能创造财富和
进步，而有色人种寻求的平等会摧毁白人
所享有的自由。近年来，随着上层白人控制
的垄断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造成财富分配
问题，一些美国中下层白人感觉失去了社会
中的优势地位，于是便从这种世界观出发，
寄望于维护它以及由它衍生出的不平等的
生存秩序，而那些白人统治阶层正好以此转
移社会矛盾。于是，美国白人至上种族主义
势力日益膨胀，并走向极端化和暴力化。

　　美国执法部门承认，2018 年和 2019
年，美国最致命暴力活动的主要动因是种
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其中大多数犯罪者是
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并将他们称为“美国
国内暴力极端主义中最持久和最致命的威
胁”。不仅如此，这些极端分子正在形成组
织，出现法西斯化和国际化雏形，并与世界
其他地区的恐怖组织相互联系。今年 2
月，加拿大已将多个美国白人至上种族主
义组织列为恐怖主义实体。
　　更可怕的威胁是，这些白人至上种族
主义者很可能全面掌控美国政权。美国社
会学家安德鲁·怀特黑德和塞缪尔·佩里研
究了白人基督徒中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态
度，将其称为“基督教民族主义”，其信仰者
推崇维护白人操控的社会秩序，声称担心
这种社会秩序遭到有色人种、移民和其他
国家的威胁，并主张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来解决所谓的问题。今年 1 月冲击美国国
会事件便是他们制造的骚乱。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这套理论正成为
极少数美国白人精英们破坏民主并代之以
寡头统治的思想武器，也是支撑其破坏世
界和平与稳定以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潜意
识法则。事实上，美国许多官员口中的“秩
序”，本质上就是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秩
序”，它恰恰是这个国家乃至世界无法拥有
安定秩序的根源之一。

美国种族主义的持续性、系统性和危险性

　　新华社新德里 4 月 16 日电（记者胡晓
明）最近，印度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连创
新高，疫情迅猛反弹。印度卫生部数据显示，
从 4 月 5 日新增确诊病例自疫情暴发以来
首次超过 10 万例，到 15 日新增确诊病例飙
升至超过 20 万例，仅历时约 10 天。
　　今年年初，印度疫情形势一度好转，单
日新增病例数曾降至 1 万例以下。然而进入
4 月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增加迅速，目
前累计确诊病例数达 14291917 例，位居全
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近期全球有不少国家新冠疫情反弹，但
印度尤其“显眼”，原因何在？
　　印度总理府近日发布公报说，政府分析
疫情反弹的原因包括：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
离等防疫措施执行力度下降、“防疫疲劳”导
致民众防疫意识有所松懈、基层和社区没有
采取有效隔离措施等。一些卫生专家认为，
疫苗接种进度未达预期、变异新冠病毒的出
现和扩大传播、大规模人员聚集等也是疫情
反弹的重要原因。
　　印度 1 月 16 日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分
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面向医务工作者、警
察等防疫一线人员和公务人员；3 月 1 日开
始面向 60 岁以上老年人和 40 岁以上患基
础疾病人群；4 月 1 日开始向所有 45 岁以
上公民开放接种。截至 16 日，全国已完成约
1.17 亿剂次接种，一些地方政府呼吁尽快向
全体民众开放接种。
　　印度虽然拥有世界最大的疫苗生产商印
度血清研究所，但面对新一波疫情，疫苗供应
仍然吃紧。为了应对国内需求，印度政府近几
周将印度血清研究所原定出口的疫苗转为供
应国内，一些国家抱怨印度产疫苗订单交付
延迟。印度血清研究所几天前承认，生产链

“非常紧张”，并呼吁政府加大资助。
　　目前印度国内有多种变异新冠病毒传
播。除了在英国、巴西、南非等国首先发现的
变异病毒输入印度外，研究人员还从马哈拉
施特拉邦采集的样本中发现一种新的变异病
毒，它携带 E484Q 和 L452R 突变，可能导致
免疫逃逸和传染性增强。今年 1 月至 3 月该
邦检测的 361 份血清样本中有 221 份存在
这种变异病毒。

　　全印医学科学研究所主任古雷利亚近日
表示，最近首都新德里疫情快速蔓延可能与
变异病毒传播有关。一些变异病毒传染性增
强，上一波疫情峰值时一名患者可能传染
30% 至 40% 的密切接触者，而这波疫情的
监测数据显示一名患者可能传染 80% 至
90% 的密接者。
　　 3 月底以来，印度接连举行地方选举、
节日庆祝、宗教集会等大规模聚集活动，也
为疫情蔓延推波助澜。西孟加拉邦、阿萨姆
邦和中央直辖区等地的地方议会选举相继
拉开序幕，竞选活动众多，包括总理莫迪和
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在内的高级官员都曾

参加集会发表演讲，现场聚集大量没戴口
罩的人员。
　　继印度教传统节日洒红节之后，印
度又迎来了号称世界最大宗教集会的

“大壶节”。该节日庆祝活动每年持续数
周，吸引数以千万计的印度教徒参加。在
北阿肯德邦赫里德瓦尔市等地，大量民众
正聚集在恒河岸边祈祷并下水沐浴，高峰
时一天有数百万人同时聚集，现场拥挤不
堪，许多人没戴口罩，带来巨大的公共卫
生风险。
　　 4 月 10 日至 14 日的 5 天内，医务
人员对印度参加“大壶节”庆祝活动的

236751 人进行了核酸检测，有 1701 例
结果呈阳性，证实了人们对这一宗教聚会
可能加剧病毒蔓延的担忧。由于部分检测
结果尚未出炉，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更多。
　　印度公共卫生基金会流行病学教授
吉里达尔·巴布认为，与去年第一波疫情
相比，印度目前这一波疫情呈现蔓延速度
快、无症状感染者多、年轻人占感染者多
数等特点。从现阶段传播情况和模型分
析，本轮疫情最严重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可
能在 5 月第一周达到峰值，全国疫情可能
在 5 月底达峰。由于存在众多不确定性因
素，情况也可能随时发生变化。

印度新冠疫情反弹为何如此迅猛

  4 月 18 日，救灾应急部队成员在印度海得拉巴进行消毒作业。据印度卫生部 18 日公布的数据，该国较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61500 例，创疫情以来新高，累计确诊 14788109 例；新增死亡病例 1501 例，累计死亡 177150 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