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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塔谈判成果有限 未来面临多重困难
由阿富汗塔利班主导的阿临

时政府与美国政府代表9日和10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为期
两天的谈判， 这是自美军8月底
撤出阿富汗以来美塔双方首次直
接谈判。

分析人士指出， 美塔举行此
次谈判是出于各自需求， 虽然双
方谈判后的表态相对积极， 但实
质性成果有限。 由于双方缺乏互
信， 今后谈判要取得实际进展还
面临诸多困难。

各有所需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10

日晚发表声明说， 美方在会晤中
重点涉及了安全、 恐怖主义和人
权问题， 以及美国等外国公民和
此前与美方合作的阿富汗人的安

全通行问题。 双方还讨论了美国
直接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事项。 阿临时政府外交部也
表示， 美方称将向阿富汗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 并为其他人道组织
运送援助物资提供便利， 阿临时
政府对此表示欢迎。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和塔利
班能够顺利举行此次谈判， 并且
有关公开表态都相对积极， 其中
的重要原因是双方各有所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
亚所副所长王世达说， 塔利班要
解决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都绕不
开美国。 比如国际承认问题， 如
果没有美国带头， 很多西方国家
不会承认塔利班政权； 塔利班目
前还在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名单
上， 美国冻结了阿富汗的海外资

产。 与此同时， 美国目前对塔利
班方面也有诉求，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反恐， 而且美国从阿富汗安
全撤出本国及其他国家人员也离
不开塔利班的合作。

美国与塔利班曾在多哈进行
多次谈判。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
中心主任朱永彪认为， 此次谈判
是美国与塔利班此前在多哈对话
并于去年2月签署 “和平协议 ”
的延续。 这次会谈的意义在于，
美塔在阿富汗政局发生变动后有
了首次正式接触。

困难重重
分析人士指出， 尽管美国和

塔利班会谈后表态积极， 但并不
意味着会谈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未来在美方解除制裁、 承认塔利

班政权以及双方反恐合作等问题
上都存在很多困难。 卡塔尔半岛
电视台此前的报道也认为， 美国
和塔利班的要价存在相当大的
“鸿沟”。

英国 《泰晤士报》 报道， 美
方在谈判中拒绝了塔利班提出的
解冻数十亿美元资产的要求。 朱
永彪指出， 美国在解冻阿富汗海
外资产方面立场比较强硬， 可能
将视塔利班履行对美安全承诺的
情况确定对此事的态度。

在承认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
府方面， 这次谈判也没有取得成
果。美国已明确表示，此次会谈不
是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序曲。 美国
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表示， 此次会
谈不是关于承认塔利班的。 朱永
彪说，在承认塔利班政权问题上，

美国面临的国内外压力较大，在
目前情况下， 美国不会带头承认
塔利班。王世达认为，美国将把承
认塔利班政权作为筹码， 以此向
塔利班施压，迫使其做出让步。

对于美方看重的反恐合作问
题， 塔利班的立场也比较强硬。
有报道说， 塔利班在谈判期间表
示将致力于确保极端分子不会利
用阿富汗土地对其他国家发动袭
击， 但塔利班不愿与美国合作打
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塔利
班发言人沙欣9日说， 塔利班有
能力 “独立应对” 该组织。

朱永彪认为， 塔利班并不信
任美国， 尤其不信任美国情报机
构， 担心美方会趁机扰乱阿富汗
局势， 所以拒绝与美国合作打击
“伊斯兰国”。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近期日本报告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数不断下降， 11
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369例， 为
今年最低 ， 其中东京都新增49
例， 是今年以来首次低于50例。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2日
统计， 日本目前累计确诊新冠病
例1711023例 ； 11日新增死亡20
例， 累计死亡17961例。 东京都
11日新增确诊病例49例， 连续3
天创今年新低。

另据日本政府统计， 截至11
日日本新冠疫苗接种总数超过
1.74亿剂次 ， 73.6%的人口至少
接种了一剂疫苗， 64.3%的人口
接 种 了 两 剂 疫 苗 ， 其中89.8%

的65岁以上人口接种了两剂疫
苗。

日本近来疫情大幅好转， 从
8月中下旬单日新增超2.5万例到
9月底以来快速下降到日增一两
千例， 进入10月以后更是连日下
降到日增数百例。 10月1日起日
本解除了在全国多个地区实施的
紧急状态。

日本厚生劳动省新冠病毒感
染症对策咨询委员会6日发布的
最新报告分析说， 民众配合、 夜
间活动人口减少、 疫苗接种率提
高、 医疗机构及养老设施集体感
染减少都是全国感染人数急速减
少的原因。

日本日增新冠确诊病例大幅下降

新华社电 新西兰总理阿德
恩12日在新冠疫情例行发布会上
宣布， 本周六 （16日） 将举行全
国疫苗接种推广活动， 争取在最
短时间内提高新冠疫苗覆盖率，
以应对该国近来不断蔓延的疫情
和日渐复杂化的防疫趋势。

本轮疫情以来， 新西兰报告
的绝大部分确诊病例集中在奥克
兰。 但近一周以来， 不明来源病
例增多， 除奥克兰外， 怀卡托、
远北等地区陆续报告社区传播病
例， 显现出疫情蔓延的趋势。 同
时， 奥克兰地区新冠感染者就医
及发展成重症的情况增加， 多名
医护人员确诊感染， 医疗机构压
力开始显现。

目前， 奥克兰、 远北和怀卡

托地区均处在三级防疫响应下，
其他地区为二级响应。 新西兰政
府正在考虑用更高的疫苗覆盖率
和更灵活精准的管控模式逐步代
替大规模的严格封锁。

新西兰政府提出， 要让12岁
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率达到
90%的目标并全力实施。 与此同
时， 政府要求卫生和教育领域的
工作人员必须在年底前强制接种
新冠疫苗 ， 拒绝接种者可能失
业； 对5岁至11岁人群接种新冠
疫苗进行论证和审批； 研究疫苗
护照的可行性等。

新西兰卫生部11日数据显
示， 全国完成疫苗接种人口超过
243万， 占该国12岁及以上符合
接种条件人群的58%。

新西兰将加速接种新冠疫苗

记者日前探访了马来西亚抗
击新冠疫情的一处关键场所———
制药企业发马公司位于吉隆坡郊
区的灌装工厂。 这家工厂每天24
小时、 每周7天不间断运行， 来
自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
原液正源源不断地被分装成小
瓶， 准备用于疫苗接种。 本地灌
装中国疫苗已成为马来西亚的骄
傲。

根据马来西亚发马公司与科
兴公司今年1月签署的新冠疫苗
合作协议， 科兴公司提供的疫
苗原液将由发马公司在马来西
亚本土完成疫苗最终生产。 这对
马来西亚制药业来说是一个里程
碑。

回想起2月27日首批科兴疫
苗原液从中国运抵马来西亚时，
发马公司生产主管穆赫德·萨哈
鲁丁说： “当第一批疫苗原液抵
达吉隆坡国际机场时， 那真是一
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中国疫
苗原液的到来让我们感受到了深

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也意味着
马来西亚终于可以完成疫苗的本
地生产来抗击新冠疫情。”

对于灌装生产线主任穆赫
德·里德万来说， 那一刻同样难
忘。 “当我们得知将与中方合作
在本地灌装生产疫苗， 用于我们
国家抗击新冠疫情， 我感到非常
光荣。”

中国疫苗原液的到来只是开
始。 穆赫德·里德万与同事们争
分夺秒地生产疫苗以协助落实本
国疫苗接种计划。

“我们实行7天、 24小时不
间断工作， 甚至公共假日都不停
歇，” 穆赫德·里德万对记者说，
“为了生产高品质的疫苗， 我们
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怀着深深的使
命感。 我们要通过生产尽早让更
多人获得疫苗的保护。”

穆赫德·里德万和同事们的
努力取得了成效。 发马公司于7
月提前完成向马来西亚国家疫苗
接种计划供应1400万剂本地灌装

科兴疫苗的任务。 马来西亚政府
于10月1日批准科兴疫苗用于12
岁及以上青少年接种。 截至10月
10日， 马来西亚90%的成年人已
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穆赫德·萨哈鲁丁说， 顺利
实现新冠疫苗的本地灌装生产与
中方积极配合密不可分。 科兴公
司带来的技术和专业知识， 让发
马公司成功实现规模化灌装生产
疫苗。 在这一过程中， 双方克服
了诸如旅行限制、 语言障碍等诸
多挑战。

对于与中国同行的合作， 穆
赫德·里德万感到很荣幸。 “我
要感谢两国的相关机构促成这一
合作， 帮助马来西亚抗击新冠疫
情。 我们也向世人证明了， 当我
们有必要的指导、 建议和技术来
源时， 本地灌装生产新冠疫苗是
完全能够做到的。 与中方密切配
合让我们本地完成生产的疫苗与
中方生产的疫苗具备同样品质。”

据新华社

俄罗斯新冠疫情近来恶化。 据俄防疫指挥部10月11日发布的数据， 当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9409例，
累计新冠确诊病例7804774例， 累计死亡217372例。 图为在俄罗斯莫斯科市郊科穆纳尔卡一家医院， 穿防
护服的医护人员将病患送进医院。 新华社发

本地灌装中国疫苗成为马来西亚骄傲

俄罗斯新冠疫情恶化

东京都今年首次低于50例

新华社电 高盛集团日前发
布研究报告， 下调今明两年美国
经济增长预期， 分别从5.7%调降
至5.6%， 从4.4%调降至4%。

高盛集团认为， 美国经济增
长在中期面临两个主要挑战， 一
是应对财政支持的放缓； 二是设
法促使服务业支出快速反弹， 以
抵消商品购买下降带来的影响。

高盛集团表示， 考虑到新冠
疫情对消费服务支出的影响将更

为持久， 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复
苏预计将会延后。

高盛集团经济学家约瑟夫·
布里格斯表示， 预计很多人至少
在半年内不会去电影院等休闲娱
乐消费场所， 这表明经济活动完
全恢复仍需时间。

因担心疫情反弹导致居民消
费支出放缓， 高盛集团于9月初
将美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5.7%。

高盛集团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