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湾断交危机化解
3年多制裁和封锁后，卡塔尔与海湾国家“冰冻”的关系迎来缓和。

2017年
6月5日

沙特、阿联酋、
巴林和埃及以“支
持恐怖主义”和“破
坏地区安全”为由
与卡塔尔断交并实
施制裁和封锁
8月24日

卡塔尔宣布将
和素与沙特不睦的
伊朗全面恢复外交
关系

2018年
5月27日

卡塔尔宣布限
制进口沙特、阿联
酋、巴林和埃及商
品

2019年
11月25日

沙特国家足球
队直飞卡塔尔参加
海湾杯比赛，是两
国两年多首次直
航，阿联酋和巴林
也派队伍参赛
12月6日

卡塔尔外交大
臣证实，卡塔尔与
沙特正在对话且
“取得一些进展”

2020年
12月4日

断交危机斡旋
方科威特说，相关
各方最近展开的谈
判“富有成果”

2021年
1月4日

沙特与卡
塔尔重新开放
双方陆海空边
境
1月5日

沙特外交
大臣说，沙特
等国与卡塔尔
恢复全面外交
关系

相关各
方是否真能
不 念“ 旧
恶”，亲密合
作仍有待观
察。

美药管局2020年12月批准了两款新冠
疫苗的紧急使用申请，一款由美国辉瑞公司
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另一款由
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

美国新冠疫苗和药物攻关计划“曲速行
动”负责人蒙塞夫·斯拉维曾表示，计划在
2020年12月底前完成2000万人的疫苗接

种。然而，美国疾控中心网站疫苗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1月5日，全美完成第一剂疫苗的人
数仅为483.6万。

斯拉维1月3日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莫德
纳研发的新冠疫苗如果在接种18岁至55岁
的群体时将两剂疫苗剂量减半，可以在现有
疫苗供应量基础上使接种人数翻倍。

对此，美药管局1月4日的声明直指，目
前对经过美药管局批准的新冠疫苗接种剂
量和安排做出改变还太草率，没有充分可
靠证据支持，可能使公众健康面临巨大风
险，破坏通过疫苗保护公众免受新冠感染
的努力。

新华国际

继去年年初提出“群体免疫”策略后，英
国为抗击新冠疫情，再次做出争议性决策：允
许民众“混合接种”两种新冠疫苗。

英国先后批准了两款疫苗：辉瑞疫苗（美
国辉瑞和德国 Bio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和
阿斯利康疫苗（阿斯利康和英国牛津大学合
作研发的疫苗）。但其极高的运输储存条件，
和全球范围内的高需求，让疫苗在英国的可

及性并不理想。
英国卫生官员指出，英国的疫苗短缺是

“不可回避的问题”。英媒称，英国政府似乎
做出了“平衡风险与收益的决策。”

据报道，英国政府悄然更新了其疫苗接
种规范《绿皮书》，允许民众在特定情况下，在
前后两次接种疫苗时，注射两种不同的疫苗。

在英国获准的辉瑞疫苗和阿斯利康疫

苗，都需要接种两次。英国政府的最新指导
方案，默许了这两款疫苗的混用。

然而，两款疫苗让人体产生免疫的方法
不同。辉瑞使用信使RNA技术，而阿斯利康
采用DNA技术。英格兰公共卫生局负责人
拉姆齐称，混合接种新冠疫苗“不是推荐做
法”，“如果第一次接种的是辉瑞，第二次不应
该接种阿斯利康，反之亦然。” 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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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和好了”
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恢复外交关系，

海湾断交危机缘何得以化解
新华社电 第41届海湾阿拉伯国

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首脑会议5日
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欧拉举行，与
会领导人在峰会上签署《欧拉宣
言》。会议的最大亮点是持续三年半
的海湾断交危机得以化解，沙特等国
与卡塔尔恢复外交关系。分析人士
指出，沙特等国选择在此时与卡塔尔

“和好”，既是有意解决海湾阿拉伯国
家内部问题以应对“伊朗威胁”，又是
在向即将上台的美国拜登政府示好。

恢复关系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5日在峰会

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欧拉宣言》见
证了各国强烈的政治意愿和诚意，沙
特、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埃及与
卡塔尔恢复全面外交关系，此举翻开
了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新篇章”。

2017年 6月，沙特等国以卡塔
尔“支持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安

全”为由，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其
实施制裁和封锁。三年半之后，对立
双方终于和解。卡塔尔埃米尔（国家
元首）塔米姆5日抵达欧拉，参加海
合会首脑会议。这是卡塔尔埃米尔
自断交危机发生以来首次访问沙特，
媒体解读这是释放危机可能化解的
重要信号。

多重考量
分析人士认为，断交危机双方选

择结束危机的时机颇为微妙。有美
媒评论说，鉴于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
可能缓和与伊朗的关系并对沙特采
取强硬立场，沙特选择在此时与卡塔
尔冰释前嫌也是希望在拜登上台前
释放积极信号。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
伊马德丁·巴迪说，沙特似乎想避免
拜登政府就职后就断交危机向沙特
施压，因而选择提前缓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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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一
等奖中 0注；二等奖中 0
注。下期奖池基金为：
8.11亿元。

全国中奖情况：“排
列5直选”中32注，单注
奖金10万元。

我省中奖情况：“排
列 3 直选”中 9 注，单注
奖金1040元；“排列 3组
选 3”中 0 注。“排列 5 直
选”中0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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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签署行政
令，禁止与包括支付宝、微信支付在内的8个中国
软件应用程序相关的交易，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
日表示，这是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
量，无理打压外国企业的霸凌霸道霸权行径的又
一例证，损人不利己。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有关
措施当然会对中国相关企业产生一些影响，但更
重要的是将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和美国国家利
益。美方做法给世人提供了一份生动教材，让大
家看到美方嘴上讲着自由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
但实际是怎么做的。

她说，中方注意到美方声称禁止支付宝和微
信支付的理由是“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和数据安
全”。但事实是，美国一直是地球上最大的“黑客
帝国”，运用其强大的技术能力，无孔不入、无处不
在地监控本国人民，监听世界各国人民，窃取各种
数据，其盟友也不能幸免。美方手段包括在应用
程序中设置“后门”，胁迫电信运营商，这从早已曝
光的“脏盒”“棱镜门”“怒角计划”中大家已经看得
非常清楚了。

“美方一边无差别地实施全球监控窃密，另一
方面毫无根据地指责其他国家，这好比一个江洋
大盗一边肆无忌惮地行窃，另一边嚷嚷着要保护

自己免于被盗，这是多么虚伪可笑！”她说。
华春莹表示，科学技术发展应该是一种向善的

力量，应该服务于全人类的进步和福祉，而不是以
意识形态划线，更不应成为政治操弄的工具。美方
对中国领先技术草木皆兵，甚至将科技本身意识形
态化、武器化，这一方面是美方自己内心镜像的反
映，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现在的美国极度不自信。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
争原则，遵守国际经贸规则，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
的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举措维
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她说。

特朗普签令封杀支付宝、微信支付等8款中国应用软件

外交部:霸凌霸道霸权

英美新冠疫苗接种出奇招

英：两款疫苗“混打”
美：接种慢就减剂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