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发言人：

对美国再“退群”表示遗憾
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 闫子敏）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国决定退出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遗憾。

他说，人权理事会由联大授权设立，是各方在人权领
域开展对话与合作、交流与互鉴、共同促进人权事业发展
的重要平台，各方均高度重视。

耿爽表示， 中方一贯倡导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支
持人权理事会等机制开展工作，在世界范围内共同促进和
保护人权。中方将继续与各方一道，通过建设性对话与合
作，为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 � �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在美国
国务院对媒体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以色
列存在“长期偏见”。她说，自今年年初以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通过5个反以色列决
议，这种“不合比例的关注”与“毫无休止的
敌对态度”体现了对以色列的“政治偏见”。

人权理事会长期把“巴勒斯坦及其他阿
拉伯国家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列为会议议
程，审议以色列涉嫌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
害人权的行为。 美国一直要求取消这项议
程。理事会投票表决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
行动的决议时，美国总是投反对票。

黑莉在讲话中用大量贬义词描述人权
理事会，将矛头指向理事会其他成员，批评
他们阻挠美方提出的改革方案，“不愿挑战
现状”。

美方所提改革方案包括把人权状况糟
糕的成员国“踢出”这一机构的内容。按照
现行规则， 取消理事会成员国资格需要得
到联合国大会表决、 三分之二以上投票通
过，美方希望降低这一门槛。

人权理事会2006年设立，共设47个席
位，成员由联大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
连续两任后须间隔一年方可寻求新一届任
期。美国这届任期原本应持续至2019年。

� � � �事实上， 黑莉去年在参加人权理
事会会议时， 就曾指责该组织在对待
以色列问题上“残忍而病态”，并威胁
称如果理事会不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
改革，美国就要“退群”。

在场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支持
这一说法，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无
法有效保护人权”。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
德·侯赛因表示，他对美方此举并不感
到惊讶， 但是十分失望。“鉴于当今世
界人权状况，美国应该向前迈步，而非
向后退步。”

欧盟发表声明说， 美国的这一举
措有损其长久以来自诩的“世界民主

旗手”形象。欧盟还在声明中重申，欧
盟支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效和高效
运作， 并继续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及其
他联合国机构。

正在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会议的一些组织也对美国的决定表
示遗憾。“人权观察” 组织在一份声明
中说，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诸多领域
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特朗普政府在乎
的只是“捍卫以色列的利益”。

美国圣安塞尔姆学院助理教授克
里斯托弗·加尔迪耶里认为， 美国再
“退群”无疑会进一步拉大美国与其盟
友及其他国家的距离， 令美国陷入更
加孤立的境地。

� � � �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
19日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这是继退出应对气候变
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
特朗普政府再次“退群”。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此次
“退群”出于多重考虑。这一决
定是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
的最新体现， 表明美国正在孤
立主义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 � � �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此次“退
群”并不令人意外。除替以色列“打
抱不平”这个公开理由外，美国“退
群”还有以下深层次原因。

首先，美国在人权理事会不能再
为所欲为， 对该机构的不满日益增
加。美国曾经指责人权理事会已成为
“政治游戏、虚伪和逃避责任的场所”
“政治操纵场所”。

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人
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日增，美国利
用人权做文章、在人权问题上奉行双
重标准的做法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和抵制。同时，美国自身诸如种族歧
视、过度执法、社会不公、儿童权利等
问题饱受外界非议，“禁穆令”等政策
在人权理事会内部招致批评，导致美
国有意退出该机构而另起炉灶。

其次，此次“退群”与特朗普政
府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上面临的人
权指责也不无关系。 据美国政府15
日公布的数据，在截至5月底的短短
一个半月内， 美执法人员将近2000
名移民儿童强行与父母分离， 理由
是这些父母涉嫌非法移民。 美国政
府这一举措饱受诟病， 被批无视儿
童权益。

第三，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大力
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与崇尚多边主
义的联合国一直格格不入。加尔迪耶
里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特朗普政府在
处理国际关系时更看重“交易性”和
能为美国带来的“利益”，在这种情况
下，美国不会重视旨在推动人权发展
的国际组织。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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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再“退群”
孤立路上愈行愈远

新华社记者 朱东阳

以 “停不下来 ”的节奏 ，美国在 “退
群”之路上继续 “暴走 ”。19日 ，美常驻联
合国代表黑莉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一言不合就“退群”，美国这种抬
脚走人式的任性和孤家寡人式的蛮横 ，
不仅严重冲击国际多边合作体制， 也在
不断拉低自身的国家信用。

长期以来，美国屡屡以保护人权为借

口，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在人权领域奉行
双重标准。此次“退群”让美国再难招摇其
“人权卫士”大旗，再次证明了人权议题在
华盛顿的工具性质。 美国一再标榜的所谓
“尊重国际准则”，因其“合则用不合则弃”
的粗暴方式，越发沦为一纸空谈。

这不是特朗普政府第一次退出国际
多边体系。一年多来，美国先后宣布退出气
候变化 《巴黎协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伊核协议
等多边协议和框架，令国际舆论哗然。美国
“退群”成瘾，是“美国优先”思维在作祟。高

调“退群”也好，大肆挑起贸易摩擦也罢，背
后逻辑都是所谓的“美国优先”。

美国的自行其是，除了让它“单边主
义”的标识越来越刺眼外，还“收获”了前
所未有的道义赤字。盟友离心离德，邻国
恶言相向，贸易战硝烟四起……美国“单
挑”世界，令自身信誉严重下滑 ，也让华
盛顿所称的“美国优先不等于美国唯一”
之说不攻自破。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有事共商量，有事好商量，是国际大家庭公
认的处事原则。美国频繁“退群”，对国际多

边合作体制造成严重冲击， 是对国际社会
的不负责任之举。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
家，美国理应积极参与维护世界秩序，为全
球治理作出应有贡献。 但如今却屡屡上演
“拂袖而去”的戏码，让世界为之瞠目。鉴于
美国还曾威胁退出西方七国集团、 世界贸
易组织等，甚至对联合国改革满腹怨言，世
界在等着看， 特朗普政府接下来还会跟哪
些多边机构“翻脸”。

美国须知， 这种一意孤行的任性做
法，终将把自己带入封闭狭隘的死胡同。

（新华社华盛顿6月20日电）

新华时评

“退群”成瘾终将形影相吊

联合国：

尽快选举新成员取代美国
美国招致广泛批评

据新华社日内瓦6月19日电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沃
伊斯拉夫·苏克20日在日内瓦表示，人权理事会将按照有关程
序尽快选举新成员，以替代声称要退出人权理事会的美国。

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8次会议
上，苏克说，一旦收到美国方面有关退出人权理事会的正
式通知，人权理事会将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并启动有关选
举替代成员的程序。

据新华社日内瓦6月20日电 （记者 聂晓阳）特朗普政
府19日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后，联合国人权事
务机构负责人表示，对美方这一决定感到失望，美国这一
决定，招致其盟国、联合国和人权组织的广泛批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9日对美国当天宣布退出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遗憾。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19日说，古特雷斯原本
希望美国留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人权架构对促进
和保障全世界范围内人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沃伊斯拉夫·苏克发表声明，
强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重要性。他说，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在其成立后的12年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在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的“美国公民
自由联盟”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政府此举背叛了美国的国
家价值观，这种孤立主义举措只会损害美国利益。

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说，美方举动“令人遗
憾”，人权理事会是国际社会解决人权问题的“最佳工具”。

救助儿童会、“人权第一”等12个国际人权和援助组织
发表联合声明，认定美方的做法“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
交利益起反作用，使得在世界各地促进人权、帮助受害者
的工作更加艰难”。

美国民权联盟人权项目负责人贾米勒·达克瓦尔
说：“特朗普政府孤立主义的错误政策只会损害美国人
的利益。”

新华社记者 刘晨 朱东阳

提议“踢”人

再次“退群”

多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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