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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A13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针对朝鲜的严厉制裁决议

包括禁止朝鲜海外务工人员向国内汇款等
据新华社电 联合国安理会 11 日一致通过第 2375 号决议，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决议同时
重申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呼吁以外交和政治方式和平解决问题。
根据这份决议，国际社会将减少对朝鲜的石油供应，禁止朝鲜纺织品出口以及禁止朝鲜海外务
工人员向国内汇款等，以最大限度遏制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在决议表决后表示，中方一贯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
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 2375 号决议体现了上述“三个坚持”原则，表明了国
际社会反对朝鲜发展核和弹道导弹能力、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一致立场。中方敦促朝方正视国
际社会要求朝方停止核导开发的愿望和意志，切实遵守和执行安理会决议，不再进行核导试验，切实
回到无核化轨道。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发言时表示，
安理会成员国应当继续寻找朝核危机的外交解决办法。
他敦促安理会认真考虑俄中两国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的倡议。
涅边贾同时强调：
“俄罗斯不承认朝鲜争取核大国地位的诉求，并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所有关于要
求平壤停止其导弹计划的决议，
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
针对朝鲜 9 月 3 日进行的第六次核试验，
美国在次日向安理会成员散发了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
供
安理会 15 个成员国讨论。这是 2006 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第九次通过针对朝鲜核导计划的制裁决议。
今年7月4日，
中俄就朝鲜半岛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以中方提出的并行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
岛和平机制
“双轨并行”
思路、
朝鲜暂停核导活动、
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的
“双暂停”
倡议和俄方提出的分步走
设想为基础，
制定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
“路线图”
。

外交部：望有关各方积极支持中方劝和促谈的努力
据新华社电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75 号决议通过后，多方发出了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朝鲜
半岛问题的呼声。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2 日表示，中方始终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
问题，希望有关各方积极支持中方劝和促谈的努力。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联合国安理会第2375号决议通过后，
不少安理会成员在解释性发言中
都强调要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另据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
俄罗斯总统普京、
法国总统马克
龙、
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领导人在近日通话中，
都主张以和平方式彻底解决朝核问题。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
中方注意到有关方面的表态。中方始终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刚
刚通过的安理会决议在对朝核导计划采取进一步措施、坚定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同时，
重申维护
半岛和东北亚和平与稳定，
强调以和平、
外交和政治方式解决问题，
支持恢复六方会谈和
“9·19”
声明承
诺。中方认为，
各方都要全面、
完整地执行安理会决议的有关规定。
他表示，当前，半岛局势高度复杂、敏感、严峻，各方均要保持冷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
问题。一直以来，中方为推动妥善解决半岛核问题做出不懈努力。
“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
就是中方结合当前半岛形势和各方合理关切，为以和平方式彻底解决半岛问题提出的方案。这一方
案标本兼治，合情合理。希望有关各方积极支持中方劝和促谈的努力，同中方一道为和平解决半岛
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南瓜船赛
9 月 10 日，
在德国施马尔卡尔登附近举
行的传统南瓜船赛中，选手坐在巨大南瓜
制作的南瓜船里划桨。
新华社发

美国获评
“养儿最困难”
国家
据新华社电 英国产品和服务比较网
站“专家市场”11 日公布报告说，在美国当
父母最难，
难以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
网站根据 37 个国家的工作平均时长
以及合法带薪年假、产假和陪产假，评估
为人父母者的工作与生活平衡程度，列出
养儿育女最困难和最轻松的国家榜单。
美国名列“最困难”之首，没有法定带薪
假，女性平均带薪产假只有 2.8 周；之后是
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加拿大、智利、以色
列、土耳其、爱尔兰、新西兰和瑞士。
父母们能够更好地实现工作与生活
平衡的国家中，芬兰因带薪年假长名列榜
首；爱沙尼亚名列第二，带薪产假最长达
85 周；奥地利位居第三，带薪产假平均为
5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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