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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在众议院接受阿富汗政策质询

最新版医疗机构内新冠病毒感染防控技术指南来了

布林肯替老板遭“轮番轰炸”
环球 热点

喀布尔机场外 8 月 26 日发生自杀式
炸弹袭击，大量阿富汗平民和 13 名美
军士兵死亡。这是 10 年来驻阿美军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伤亡最惨重事件。
美军最后一架撤人军机 8 月 30
13 日就美国从阿富汗撤离行动
接受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 日深夜飞离喀布尔机场，由美国发动、
会质询，遭遇大量质疑、批评和 持 续 近 20 年 的 阿 富 汗 战 争 由 此 结
束。美国没有带走所有希望离开阿富
谴责。
汗的美国公民以及相关阿富汗人。美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当天敦
国国务院估算仍有大约 100 名美国公
促拜登解除布林肯职务。
民滞留阿富汗。
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迈克尔·麦考尔在听证会上说，
美国仓
皇从阿富汗撤人堪称“一场史诗般的
他被质询大约 5 小时
灾难”。
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
布林肯是首名因美国从阿富汗
蒂夫·沙博措辞更为严厉，
称美方撤人
撤离行动接受国会质询的拜登政府官
行动是
“耻辱”
。纽约州共和党籍联邦
员。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两党成员
众议员李·泽尔丁批评，
不仅方案
“存在
当天对他的质询持续大约5小时。
致命缺陷”
，
执行过程也是
“一塌糊涂”
。
一些共和党众议员挥舞着死于
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民主
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外爆炸的美军士
党人格雷戈里·米克斯用词相对婉转，
兵照片，提高声调向布林肯发问，
称
美国从阿富汗撤人行动堪比
“灾难”
。 但强调美方撤人方案存在问题，撤人
。
阿富汗塔利班 8 月 15 日控制 “肯定（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推进”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美国及其北大
布林肯想“甩锅”特朗普
西洋公约组织盟友匆忙组织撤离。

随行人员确诊新冠

普京自我隔离
克里姆林宫 14 日证实，由于多
名随行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
统普京正在自我隔离。克里姆林宫
说，普京没有感染新冠病毒。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4
日告诉媒体记者，普京与几名确诊
的随行人员有过接触，总统府掌握
确诊人员情况。
“自我隔离不会直接
影响总统的工作，但一段时间内不
会安排面对面会见。不过这不影响
（交流的）频率，总统也将通过视频
会议继续活动。”
普京现年 68 岁，原定本周前往
塔吉克斯坦参加会议，讨论包括阿
富汗局势在内的地区安全议题。克
里姆林宫 14 日发布声明说，普京已
经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通电
话，告知对方因自我隔离不能亲身
到场，
将以视频连线方式参加会议。
（新华社微特稿）

面对多名众议员“炮轰”，布林
肯始终强调，
悲剧祸端是唐纳德·特
朗普领导的前任政府。他说，就撤
离阿富汗，
“我们只继承了一个最后
期限，
并没有撤离方案可以继承”
。
近一段时间，拜登政府把美方
从阿富汗紧张撤人归咎于特朗普，
称
后者在任时与塔利班达成撤军协议，
本届政府只是遵循既定承诺，
还把特
朗普所定撤军期限推后了几个月。
布林肯在听证会上形容美方撤
离行动是一场
“非比寻常的努力”
。
就阿什拉夫·加尼领导的阿富
汗政府迅速垮台一事，
布林肯辩称，
拜登政府经常评估阿富汗政府能坚
持多久，
“但最悲观的评估也没能预
料到美军撤出前，阿富汗政府军便
已溃败”
。
在布林肯看来，
美军继续留驻阿
富汗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证据显示，
继续留驻阿富汗会令阿富汗安全部
队或阿富汗政府更加坚韧或自立”
。
一些共和党人对布林肯的辩驳
并不买账。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
格雷格·斯托伊布说：
“你不能把自己
的失败归咎于特朗普政府。你所在

的政府可是实时见证了发生在阿富
汗的情况，
却无动于衷，
不加阻止。
”

“炒掉布林肯”的呼声高涨
纽约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泽
尔丁在听证会上对布林肯说：
“我认
为你应该辞职。
”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当天在布林
肯出席众议院听证会之前以“炒掉
布林肯”
为标题发布声明。
该委员会主席伦娜·麦克丹尼
尔在听证会结束后说：
“今天的听证
会令布林肯的失败和谎言更为清
晰。拜登别无其他选择，只能解除
布林肯职务，让他为这一灾难承担
责任。
”
拜登本人也因阿富汗撤离行动
遭共和党人喊话
“辞职”
。喀布尔机
场外爆炸袭击致 13 名美军士兵死
亡事件发生后，国会多名共和党籍
议员炮轰拜登对阿富汗政策，有人
要求他辞职，
或提议对他发起弹劾。
拜登政府官员接下来可能会因
阿富汗政策受到更多质疑。布林肯
本人定于 15 日出席参议院外交关
系委员会听证会。（新华社专特稿）

欧美天然气价格创新高
欧洲短缺尤甚 储备量创历史新低
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 13 日创
历史新高。美国天然气期货价格同
日上涨 5.9%，
创 7 年多来新高。
市场担心，北半球如果经历寒
冬，可能面临天然气储备不足，
将进
一步推升天然气价格。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报道，欧洲是天然气短缺
最严重的地区，其天然气供应目前
处于往年同期最低水平。
美国
“重新投资”
资本管理公司
合伙人约翰·基尔达夫说，
人们谈到
欧洲天然气短缺的程度时，开始使
用
“危机”
一词。
基尔达夫说，欧洲天然气储备
量比 5 年平均水平低 16%，其 9 月
天然气储备量创历史新低。
美国天然气储备同样短缺。美
国能源信息局不久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美国天然气储备量比 5 年来平
均水平低 7.6%。
CNBC 报道，数月后将清楚北
半球是否遭遇寒冬，届时将是天然
气供应的
“临界点”
。一些分析师预
测，
在极端情况下，
美国天然气价格
可能翻倍；欧洲天然气短缺将尤为
严重。
英国埃信华迈公司副董事长丹
尼尔·耶金说：
“如果是寒冬，
天然气
（供应）将不仅是紧张，而是非常紧
张。届时要么是天然气短缺，要么
将反映在价格上。
”
一些分析师认为，俄罗斯和德
国合建、近日完工的“北溪-2”天然
气管道有望在今后两个月内缓解欧
洲天然气供应紧张。
“北溪-2”
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
经波罗的海到德国，设计年输气能

力约为550亿立方米，
可把俄罗斯天
然气输送到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俄气）10 日宣布，
“北溪-2”
天然气
管道建设当天上午全部完成，计划
在今年年底前投入运营。
俄气下辖企业“北溪-2”股份
公司说，
“北溪-2”项目将帮助满足
欧洲能源市场对进口天然气的长期
需求，以合理价格确保可靠安全的
能源供应。
美国长期以来反对“北溪-2”
项目。俄政府称美方的阻挠意在挤
占市场份额，企图向欧洲高价兜售
更多美国天然气。
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 13 日告
诉俄罗斯媒体，德方对“北溪-2”天
然气管道运营资格认证的截止日期
是明年 1 月 8 日。（新华社专特稿）

这些人员要实行闭环管理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 为进
隔离点发热患者等高风险人群的发
一步做好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
热门诊，所有工作人员要严格闭环
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最大限度降
管理。
低感染发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对于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定
综合组近日印发《医疗机构内新型
点医院及病区，
指南要求，
定点医院
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
隔离病区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医务、
（第三版）》，要求对部分重点科室、 管理、
安保、
保洁、
餐饮、
医疗废物收
部门工作人员实行闭环管理。
集转运等人员）及其他直接或间接
指南要求，
对参与相关诊疗工作
接触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工作人员
人员要加强管理，
必要时，
可集中封 （包括专门为新冠病毒感染者提供
闭管理，
并根据疫情流行情况和防控
服务的影像学检查等医务人员、闭
要求进行核酸检测，
需要时可合理开
环管理人员的通勤车司机等）应当
展胸部CT、
血常规、
抗体检测等检验
严格实行闭环管理，工作期间安排
检查。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隔离
单人单间集中居住，所有人员在驻
病区工作人员实行闭环管理。
地与定点医院间两点一线出行，固
针对发热门诊，
指南明确，
接诊
定通勤车辆，不得在定点医院内安
入境、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以及集中
排驻地。

厦门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新华社厦门 9 月 14 日电 记者
从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
挥部办公室获悉，截至 9 月 14 日 11
时，厦门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 35 例（其中普通型 22 例，轻型 13
例），无症状感染者 1 例,均在定点
医院隔离诊治，病情稳定。厦门已
决定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14 日

部分地区已经开始。
据介绍，基于厦门市同安区出
现工厂的聚集性疫情，厦门市已将
同安区新民镇湖里工业园以东、同
明路以西、集安路以南、集贤路以北
的区域列为高风险地区，并对病例
居住地、工作地及相关活动场所进
行了封控。

北京发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新规
从源头上预防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 为促
进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的落
实，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住建委、北京银保监局等部
门近日联合发布《北京市工程建设
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施办法》，
明确工资保证金制度，用来支付农
民 工 工 资 ，从 源 头 上 预 防 欠 薪 问
题。办法自即日起实施。
据悉，办法注重劳动者权益保
护和企业发展相平衡，明确具体措
施。例如，规定分包企业不再办理
工资保证金；鼓励企业使用银行保
函或工程担保公司保函、工程保证
保险等替代现金存储，缴存形式更
加灵活多样，减轻企业资金占用压
力。
北京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办法继续探索深化“放管服”改
革，建立与企业征信相挂钩的管理

机制，
发挥工资保证金制度
“奖优罚
劣”
机制作用。
其中，对连续 2 年和 3 年未发
生拖欠工资行为的施工总承包企业
的保证金实行减免措施；而对存在
拖欠工资行为，或因拖欠农民工工
资被纳入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的企
业，
在处理处罚的基础上，
还将相应
提高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体现差
异化管理原则。
据悉，办法还规范了工资保证
金管理流程，
对协议的签订、备案制
度、动用程序、限期补足、资金返还、
账户注销等方面制定了详细的流程
规范，工资保证金账户的开立、备
案、撤销办理流程更加简化，
方便企
业操作。
2008 年，北京市首次建立工资
保证金制度，2018 年实现保函替代
现金存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