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宏彬 （新华社专特稿）

伊拉克官员 2 日披露，美国
驻巴格达大使馆近日因安全原因
再次撤走部分外交人员。美国国务
院发言人晚些时候回应说，使馆没
有关门，“大使还在”。

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拉克
官员告诉法新社，美国使馆“小规
模”撤人，可能出于新的安全隐
患，“他们随时可能回来，这只是
临时变动”。两人都没说美国使馆

这次到底撤走多少人。使馆据信驻
有数百名外交人员。

按伊拉克官员说法，“这不意
味着两国外交关系出现破裂”。伊
拉克方面提前得知美方撤人的消
息，包括大使在内的高层没有撤
离。
过去一年间，美国驻伊拉克外

交机构和军事基地屡遭袭击，美国
国务院去年曾下令所有“非必要、
非紧急职能”的使领馆人员撤离
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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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上海市崇明县八仙酒家，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3000042012021402
4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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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上海市普陀区广德苑业主大会
遗失建设银行开户许可证，编
号：J290007727040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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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政府将对中
国共产党员收紧签证政策，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 3 日说，中方敦促美
国政府以更加理性、冷静和客观的
态度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放弃

对中国共产党的仇恨和不正常心
理。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将对
中国共产党员收紧签证政策，新规
周三生效。根据新规，中国共产党员
入境美国的签证将变成单次，时效

为一个月。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华春莹说，此前有消息披露过

美国政府可能会对中国共产党员采
取入境限制措施。这是美国内一些
极端反华势力出于强烈意识形态偏
见和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升级对
中国政治打压的行为。中方对此坚

决反对。美国政府做法完全不符合
美自身利益，只能让美国自诩的开
放、自由形象和制度优势在世人面
前进一步削弱。
“中方敦促美国政府以更加理

性、冷静和客观的态度看待中国和
中国的发展，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

仇恨和不正常心理。”华春莹说，希
望美方同中方共同努力，通过对话
和沟通增进对彼此的正确认识，共
同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只
有这样，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和长
远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期
待。

胡若愚 （新华社专特稿）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2日批准
议会通过的一项法案，要求政府在
两个月内不见制裁松动的情况下，
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并进一步
突破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限制。

法案旨在回应伊朗核科学家
穆赫辛·法赫里扎德遇刺身亡，可
能给美国下一届政府重返伊核协
议增加难度。

宪法监护委员会负责审核法
案是否符合宪法或者伊斯兰律法。
强硬派主导的伊朗伊斯兰议会 1
日以绝大多数赞成通过这项法案。
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议长
穆罕默德·巴吉尔·卡利巴夫 2 日
致信总统哈桑·鲁哈尼，要求政府
遵照执行。

法案要求伊朗原子能组织在
一年时间内生产和积累 120 公斤
丰度为 20%的浓缩铀，以确保德
黑兰科研用反应堆等设施的需求。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民
用级浓缩铀的丰度最高为20%。伊

核协议限定伊朗浓缩铀丰度为
3.67%。伊朗2019年7月突破这一
限制，迄今把丰度上限维持在4.5%。

法案要求 3 个月内在纳坦
兹、福尔道核设施启动 1000 台
IR-2M 离心机生产浓缩铀；启动
164 台更先进的 IR-6 型离心机，
并在一年内增加至 1000 台。伊核
协议限定伊朗使用 IR-1 型、即第
一代离心机。

法案还要求伊朗原子能组织
在伊斯法罕市建立金属铀生产工
厂，四个月内重启 40 兆瓦阿拉克
重水反应堆。伊核协议 2015 年 7
月签署后，伊朗移除阿拉克重水反
应堆的芯块，以水泥填充，使其无
法运行。
美联社报道，按照新法案，伊

朗政府将要求伊核协议欧洲签署
方即英、法、德三国设法放松美国
在石油、金融领域对伊朗重新施加
的制裁，并让伊朗重新进入美国主
导的全球银行结算体系。路透社
说，如果两个月内未能放松制裁，
伊朗将扩大核活动。

沈 敏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2日通报新冠疫情最新数
据，全美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20
万例，现有住院患者突破10万例，
两项数据双双达到疫情暴发以来
新高纪录。

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
尔德警告，到明年2月，美国累计新
冠死亡病例可能达到45万例，美国
人要准备应对“可能是美国公共卫
生史上最艰难的一个冬天”。
同一天，疾控中心发布了更新

版防疫指南。按照最新指导意见，
原先针对疑似接触病毒但未显现
症状或确诊的人“隔离14天”的
“标准隔离期限”规定依然保留，
但各地卫生部门可根据需要将隔
离期缩短为10天甚至7天。

假如社区病毒检测资源充足，
被隔离人员在第六天或第七天内
某个时间点检测结果为阴性，则隔
离满7天即可，快速抗原检测或核
酸检测结果均有效。如果选择“10
天模式”，被隔离人员需每天监测
体温等健康指标，如果连续10天没
有发现任何疑似新冠症状，可不经
检测结束隔离。

按照疾控中心研究人员估算，
7天隔离期满的人 “残余传染风
险”大约为5%，最高可至12%；10
天隔离期满的人风险降为1%，极
限为10%。《华盛顿邮报》报道，疾
控中心希望通过采取“更灵活”方
式，鼓励更多民众自觉遵守隔离规
定，因为隔离14天对许多人来说
“负担过重”。

原先采用隔离14天的标准，依
据是既有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可能

潜伏较长时间才会让患者显现症
状，但如果人们疏于遵守，这一规
范将失去意义。比如，许多人可能
害怕隔离期间丢掉工作或损失收
入，因而不愿配合防疫部门的流行
病学调查，增加追踪接触者、及时
遏制病毒扩散的困难。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
全中心传染病学家珍妮弗·努佐对
疾控中心放宽隔离规定表示欢迎。
她认为，新政策便于卫生部门聚焦
于“大多数接触病毒者最可能具
备传染性的时期”，也能缓解民众
“没动力”接受隔离的难题，便于
追踪接触者。

不过，《华盛顿邮报》报道指
出，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难处之一
是，根据疾控中心的信息，20%至
40%感染人员一直不显现症状，却
仍可能传染他人。

外交部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政府将对中国共产党员收紧签证政策作出回应

敦促美方放弃对中国共产党仇恨心理

伊朗强硬派寻求扩大核活动

美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 20万例，现有住院患者突破 10万例

CDC警告美国“凛冬将至”

11月 27 日，人们在美国纽约一处检测点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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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伊拉克再撤外交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