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日前在举办所
谓“民主峰会”期间，以

“侵犯人权”为由对中国、
俄罗斯、朝鲜、缅甸、孟加
拉国等国的一些个人和
实体实施制裁。

多年来，美国为维护
自身霸权，凭借其在全球
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主导
地位，频频借“民主”“人
权”等名义，利用制裁手
段肆意打压其他国家，严
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也给全球经
济安全带来严重毒害。

“如果说华盛顿的决
策者和立法者总是倾向
于使用某种工具的话，那
就是通常被称为制裁的
经济大棒……华盛顿已
经对制裁上瘾，就像一个
5 岁孩子对糖果上瘾一
样。”美国《新闻周刊》网
站刊文可谓直截了当。

长期以来，美国滥用自身金融霸权地位和技术

优势，打着“民主”“人权”“国家安全”等幌子，将自

身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不仅肆意制裁被其视

为敌人或对手的国家，还对与这些国家有来往的第

三方实施非法的“长臂管辖”，就连盟友也不放过。

冷战时期，美国出台《武器出口控制法》《出

口管理条例》等法规，阻止盟友向社会主义阵营

国家出口相关产品。冷战结束后，美国“制裁学”

花样不断翻新，通过了诸如 1996 年《达马托法》

《赫尔姆斯-伯顿法》、2016 年《全球马格尼茨基

人权问责法》等一系列国内法，涵盖民事侵权、金

融投资、反垄断、出口管制、网络安全等众多领

域，委内瑞拉、利比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都

上了美国的“黑名单”。

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过去 20 年，美

国实施的制裁数量增长了 10 倍。最近几届美国

政府都频繁使用制裁手段，奥巴马在其第二个总

统任期内实施的制裁有 2350 项，特朗普在一届

总统任期内实施的制裁高达 3800 项，相当于平

均每天挥舞 3 次“制裁大棒”。截至 2021 年 10 月 1

日，美国已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计达到 9421 项。

美国政府召集的所谓“民主峰会”在国际社

会的质疑声中草草收场。民主的根本目的在于维

护人民利益，而美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中大搞“顺

我者昌逆我者亡”，毫不顾及他国人民利益，肆意

用制裁、霸凌手段破坏他国经济，损害他国民生，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扰破坏

世界经济和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如此倒行逆

施之举与真正的民主精神完全南辕北辙，美国标

榜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之说实为一纸谎言。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最近警告，在阿富汗

近 4000 万人口中，约 870 万人面临的粮食问题已

达到“紧急”程度，另有 1410 万人的粮食安全严

重缺乏保障。阿富汗塔利班多次敦促美国放松对

阿制裁，解冻阿方资产。塔利班方面指出，美国的

制裁不仅严重破坏阿经济，也严重阻碍国际社会

对阿人道主义援助。

天下苦美久矣。据统计，从 2017 年到 2020 年

底，美方制裁使伊朗的石油出口减少 80%以上。

在美方制裁下，委内瑞拉 2020 年石油出口降至

77 年来的最低点。而美方长达 60 年的经济封锁，

更是令古巴蒙受直接经济损失逾千亿美元，严重

影响古巴人民生活。新冠疫情期间，美国不但不

收手，反而加大对伊朗、叙利亚等国制裁，使这些

国家的防疫和经济雪上加霜。

今年 9 月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古

巴、委内瑞拉等国代表纷纷发言，痛批美国在国

际关系中大搞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肆意对他

国进行经济胁迫。此前，联合国大会于 6 月连续

第 29 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必须终止美国对古

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决议，传递了国际社

会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呼声。

尽管美国的制裁常常打着“民主、人权”等旗

号，但从本质上看，这种手段与其对外意识形态

输出、对外发动战争一样，都是美国维护自身霸

权的工具，都服务于美国统治阶层的利益。

今年以来，美国频频挥舞制裁大棒。美国近

来不断就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发出制裁威胁，扬

言要掐断其金融命脉；在阿富汗塔利班掌权后，

美国政府迅速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存在美国

的近 95 亿美元外汇资产；在连接德国与俄罗斯

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等问题上，美国制裁

欧洲盟友也毫不手软……

美国“胁迫外交”的案例不胜枚举。法国《回

声报》说，“长臂管辖”近年来已成为美国经济战

的一种武器，目的是削弱外国竞争者。全球未来

研究所创始人钱德兰·奈尔撰文指出，美国长期

推行“不顺从就是反对”战略，谁不顺从，就可能

面临霸权的打压。（据新华社北京12月 21日电）

美国“制裁学”：

与霸权共生的“毒瘤”
国际观察

12月 19日，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召开外长理事会特别会议，商讨国际社会如何协力拯救阿富

汗经济免于崩溃。图为12月 20日，阿富汗塔利班成员站在喀布尔一处货币兑换市场入口处。 新华社发

封锐

12 月 21 日，中国外交部宣布，中方依据《反

外国制裁法》对等反制 4 名美方人员。对这 4 名借

口所谓“新疆人权”问题非法制裁中方人员者，禁

止其入境中国，冻结其在华财产，禁止其同中国

公民和机构交易。

美国曾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又战

争成瘾肆意践踏他国人权；自己的屁股不干净，

却随心所欲捏造别国所谓“人权”问题，这是虚伪

的流氓行径。

对付这么道貌岸然的“卫道士”，就得让他

痛。流氓的制裁棍棒都挥舞过来了，好人岂能束

手待擒，自然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细数

今年中国对等反制措施，已经奏效：针对美方数

次将中国媒体列为“外国使团”，3 月 18 日、7 月 1

日、10 月 26 日，中国分别对等反制数家美国媒

体；针对美方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

馆，7 月 24 日，中国通知美方关闭美国驻成都总

领馆；针对美方对 7 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实施金

融制裁，7 月 23 日，中国对美有关人员和实体实

施制裁……

光让他痛还不够，还得痛得精准。一方面，反

制要打蛇打到七寸上，一定要让其付出实际代价，

资本家最怕利益受损，要让其痛彻心扉，强大起来

的中国已经有这个实力；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美国

人都是坏人，有些人只是受贼喊捉贼把戏的蒙蔽，

要反制就精准地反制那几个卖力造谣的家伙。

反制造谣的流氓，就借用流氓的棍棒。纵观

美国历史，他才是制裁的行家。有必要多研究美

国浩若繁星的制裁案例，借流氓的棍棒打流氓。

总有一天，荡尽一边拿着遮羞布一边指着别人

造谣的虚伪“卫道士”，流氓心惧，棍棒高束，海晏

河清。

对付制裁，就用制裁天下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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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月 2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月 21 日晚同德国总理朔尔茨通电话。

习近平再次祝贺朔尔茨就任德国总理。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中德关系。近年

来，中德合作一直是中欧合作的“领头羊”，这是

两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作出的正确选择。明年将

迎来中德建交 50 周年。回望半个世纪，中德关系

展现了充足的活力、耐力、韧力、潜力；展望未来

50 年，两国应放眼全球，着眼长远，开拓进取，努

力实现中德关系新发展。

第一，坚持从战略高度把握两国关系大方

向。中德都是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两国关系发展

得好，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

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双方要坚持视对方的发展为

机遇，保持高层引领的优良传统，为中德关系发

展领航定向。要发挥双边对话合作机制作用，特

别是要用好中德政府磋商机制，推动各领域合作

发展。双方要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做好明年建交

50 周年庆祝活动规划。

第二，坚持以务实态度积极推动两国互利合

作。中德两国经济都从对方发展中获益良多。中

国已连续 5 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双边经贸

合作顶住新冠肺炎疫情压力实现逆势增长。双方

应该积极开辟新能源、绿色和数字经济等新的合

作领域，释放服务贸易增长潜力。欢迎德国企业

发挥优势，抓住中国开放带来的新机遇，也希望

德方为中国企业赴德国投资兴业提供公平营商

环境。德国是中欧班列重要节点，相信中德加强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将造福沿线国家，

促进亚欧大陆联通。

第三，坚持携手应对挑战，为全球治理作出

新贡献。中德都是多边主义的维护者、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应该加大在国际事务中协调配合，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促进疫苗公平分配、推动全

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

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等涉及全人类共同命运

的问题找到切实可行方案。要坚持通过对话解决

地区热点问题，遵循和强化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原

则，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行径和冷战思维。

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中方愿同德方携手推

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习近平强调，中欧是全球两大独立自主的力

量，有着广泛战略共识和共同利益。双方要坚持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坚持相互尊重、互

利共赢原则，确保中欧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

希望德方继续为稳定中欧关系发挥积极影响，持

续为中欧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朔尔茨表示，感谢主席先生在我就任德国总

理后发来贺信。我对我们曾经有过的交往记忆犹

新，愿意继承和推进德中友好与合作。当前，德中

贸易投资关系发展良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合作密切，就阿

富汗、伊朗核等地区问题沟通密切。这些构成了

德中关系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德方愿意本着相

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精神，同中方一道努力，推动

德中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德方愿以

明年庆祝德中建交 50 周年为契机，举办好新一

轮德中政府磋商，加强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服务

业等领域务实合作，以建设性态度促进欧中关系

发展。希望欧中投资协定早日生效实施。德方愿

同中方在国际事务中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双方领导人互致新年问候，并表示愿保持经常

性沟通，共同努力推动中德、中欧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通电话

据新华社吉隆坡 12月 21日电 由中国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驻马来

西亚大使馆主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

卷马来文版首发式 21 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

展中心举办。

马来西亚下议院议长爱资哈尔·阿齐赞·

哈伦当天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宣部副部长、国务

院新闻办主任徐麟，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视

频致辞。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马来西

亚国家语文出版局董事会主席阿旺·沙利延，以

及马方高层政要、政党领袖、社团组织、媒体、智

库代表等各界人士 150人参加当天活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马来文版由

外文出版社和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共同

翻译出版。截至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一卷已翻译出版 36 个语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
马来文版首发式在吉隆坡举行

新华社北京 12月 21日电 针对“五眼联

盟”外长、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分别就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

举发表声明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1 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说，中方对

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有关国家应立

即停止以任何形式插手干预香港事务、干涉

中国内政。

“针对个别西方国家相互勾连，对香港特

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说三道四，对香港民主

法治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表示

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赵立坚说。

他说，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全面准

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

港”原则、确保香港民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

展的必要之举。刚刚结束的香港特区第七届

立法会选举是落实新选举制度的一次成功实

践，是发展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具有香港特色

民主制度的重要跨越。选举过程公平、公正、

公开、安全、廉洁，选民各项民主权利得到充

分尊重和保障。

赵立坚指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没

有任何民主可言，香港居民从未享有真正的

民主、人权和自由，但从来没有哪个所谓“民

主”国家就此表达过关切。“在香港民主形式

不断丰富发展、民主质量不断改善提升的时

候，个别西方国家却跳出来，大言不惭地就中

国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民主选举表达所谓关

切，颐指气使地攻击指责香港的民主和法治，

这充分暴露出他们的虚伪嘴脸和搞乱香港、

遏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

赵立坚说，有关国家应该正视香港已回

归中国 24 年的现实，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插手干预香

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任何妄想破坏香港繁

荣稳定的行径都将注定失败。

外交部：

有关国家应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
插手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新华社北京 12月 21日电 12 月 21 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就菲律宾遭受台风袭击向菲律

宾总统杜特尔特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菲律宾遭受台风袭击，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

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

致以诚挚的慰问。中方愿向菲方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相信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

重建家园。

就菲律宾遭受台风袭击

习近平向菲律宾
总 统 致 慰 问 电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1 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更加有效发

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统计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统计工作的一项基本职

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切实提高统计数

据质量，更好发挥统计数据的综合性、基础性、客

观性特点，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当好参谋助手，加快构建

系统完整、协同高效、约束有力的统计监督体系。

坚持方法科学、遵循规律、及时准确、真实可靠、防

止虚假，坚决遏制“数字上的腐败”，提升统计监督

有效性，使监督结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统计保障。

《意见》明确了主要任

务 ：着 力 提 升 统 计 督 察 效

能 ，持 续 加 大 统 计 执 法 力

度，依法独立履行监测评价

职能，加强对推动高质量发

展情况的统计监督，建立健

全统计监督协同配合机制。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

《意见》全文请扫

新湖南二维码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1日电 最高人民法

院 21 日对外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执行权制约

机制加强执行监督的意见，全方位加强对执

行权的监督制约，把执行权关进“制度铁笼”

和“数据铁笼”，确保高效公正规范善意文明

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何东宁在最

高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意见分为 6 个

部分，共 43 条。其中明确提出要深化审判权与

执行权分离。有效发挥审判、破产、国家赔偿

程序对执行权的制约作用，避免以执代审、违

法个别清偿，以及不及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

侵害当事人权益；深化执行裁决权与执行实

施权的分离，加强执行裁决权对执行实施权

的监督制约；健全事务集约、繁简分流的执行

权运行机制，实现由办案人员一人包案到底

到分段、集约办理的转变，加强对消极执行、

选择性执行的监管，有效解决权力寻租顽疾。

最高法：

全方位加强对执行权的监督制约

北京冬奥会暨冰雪旅游图片展在悉尼举行
12月 21日，由中国驻悉尼旅游办事处、悉尼文化中心共同主办的“北京2022冬奥会暨冰雪

旅游图片展”开幕活动和《中国冰雪旅游》英文杂志发布仪式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举行。

图为当日，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兼中国驻悉尼旅游办事处主任肖夏勇（右一）和嘉宾在澳

大利亚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参观图片展。

新华社发

新华社马那瓜 12月 20日电 特古西加尔

巴消息：洪都拉斯国家选举委员会 20 日宣布，

自由和重建党候选人希奥玛拉·卡斯特罗在

上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洪都拉斯

新一任总统。

洪都拉斯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最终计

票结果显示，卡斯特罗获得 51.12%的选票，执

政党国民党候选人、首都市长纳斯里·阿斯富

拉获得 36.93%的选票。按规定，卡斯特罗将于

明年 1 月 27 日就职。

希奥玛拉·卡斯特罗当选洪都拉斯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