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大事记

9月 1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消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 5：4
的投票结果拒绝废除得克萨斯州当天开始实行的堕胎禁令。该禁令规

定，女性在怀孕 6周之后禁止堕胎，普通公民可对任何协助孕妇违反

禁令进行堕胎的人提起民事诉讼。美国总统拜登 2日发表声明称，得

克萨斯州的堕胎禁令太过极端，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对罗伊诉韦德案中

女性宪法权利前所未有的侵犯。拜登表示，白宫法律团队正寻找方案，

将试图通过联邦机构来保证得克萨斯州女性安全、合法堕胎。美国众

议院议长佩洛西 2日发表声明，指责最高法院的裁决。她表示，将在

众议院表决相关法案，以保障所有女性堕胎权利。

https://edition.cnn.com/2021/09/01/politics/roe-v-wade-future-supreme-c
ourt/index.html
https://edition.cnn.com/2021/09/01/politics/texas-abortion-supreme-court
-sb8-roe-wade/index.htm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0
2/statement-by-president-joe-biden-on-supreme-court-ruling-on-texas-la
w-sb8/
https://www.speaker.gov/newsroom/9221

9月 3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消息，4级飓风“艾达”在当地时

间 8月 29日登陆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市西南海岸，造成上百

万居民断水断电。纽约市当地时间 9月 1日晚也受到飓风“艾达”侵袭，

城市突降暴雨导致街道被淹、地铁关闭。另据美联社消息，截至 9月
14日，“艾达”飓风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 50人。此外，由于“艾达”
飓风导致炼油厂和石化厂停产，制造业活动受到抑制，美国 8月工业

生产增长放缓至 0.4%。



https://edition.cnn.com/2021/09/02/us/ida-state-impacts/index.html
https://apnews.com/article/hurricane-ida-new-jersey-floods-storms-hurric
anes-3a5422bc453ad4de44dee07393cadf97
https://apnews.com/article/hurricane-ida-business-hurricanes-541ba7ebc7
c2f0cf22b4ca681622842b

9月 3日 美国劳工部网站消息，美国劳工部发布就业报告，8月
非农就业新增 23.5万人，失业率由上月的 5.4%降至 5.2%，失业人数

降至 840万，但仍高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的水平(3.5%失业率和 570
万失业人口)。这是自 2021年 1月以来新增就业人数最好的一个月，

大大低于经济学家新增约 75万个就业岗位的预期。8月商业服务、

运输和仓储、私人教育、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就业岗位显著增加，

零售业就业人数有所下降。

https://www.dol.gov/newsroom/economicdata/empsit_09032021.pdf
https://edition.cnn.com/2021/09/03/economy/august-jobs-report/index.ht
ml

9月 3日 美国白宫网站消息，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美

国司法部等机构解密审查联邦调查局针对 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

件的调查文件。该命令要求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在未来六个月内公开解

密文件，司法部负责监管与联邦调查局调查有关的文件解密的审查工

作。拜登竞选总统时，曾承诺确保有关 2001 年 9月 11日对美国恐

怖袭击的文件解密的透明度。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9/
03/executive-order-on-declassification-review-of-certain-documents-conc
erning-the-terrorist-attacks-of-september-11-200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0
3/statement-by-president-joe-biden-on-the-executive-order-directing-decl
assification-review-of-documents-related-to-the-september-11-2001-terro
rist-attacks/



9月 3日 美国国务院网站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阿富汗问题

发表讲话，谈及七方面内容。第一，领导下一阶段美国对阿富汗外交

工作的多哈团队已经开始运作；第二，与尚未离开阿富汗的美国人保

持联系，处理特殊移民签证；第三，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外交；第四，

就重要问题与塔利班保持沟通渠道；第五，与卡塔尔和土耳其密切合

作，尽快重启喀布尔机场；第六，通过独立组织继续向阿富汗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第七，协同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等帮助阿富汗

人在美国开始新生活。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remarks-on-afghanistan
-at-a-press-availability/

9月 8日 美国第七舰队网站消息，美国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在

南沙群岛附近实施了“航行自由行动”。美方称，美济礁是处于自然状

态的低潮高地，无权拥有领海，通过在美济礁 12海里范围内开展正

常作业，美国表明船只可以在这些地区合法行使公海自由。中国解放

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里大校表示，美“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未

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美济礁邻近海域，美方行径严重

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发言人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

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https://www.c7f.navy.mil/Media/News/Display/Article/2766757/7th-fleet
-conducts-freedom-of-navigation-operation/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1/09-08/9560747.shtml

9月 9日 美国白宫网站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决定撤销

大卫·奇普曼(David Chipman)担任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局长（ATF）
的提名。拜登表示，奇普曼原本可以领导 ATF并将加大打击非法枪

支贩运者，帮助社区免受枪支暴力的侵害，但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将

枪支犯罪作为政治话题，支持枪支制造商，共同阻止对奇普曼提名的

确认。拜登还表示，尽管共和党人反对本届政府加强执法和打击枪支

犯罪，他仍将将继续致力于打击枪支暴力，确保美国人的安全。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0



9/statement-from-the-president-on-withdrawal-of-david-chipmans-nomin
ation-to-lead-atf/

9月 9日 美国白宫网站消息，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两项行政令，分

别要求美国政府雇员和政府服务承包商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拜登表示，

联邦雇员的健康和安全是公务员效率的基础，联邦雇员必须采取一切

可能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并避免将新冠病毒传播给同事和公众，而最好

的方法是接种疫苗。拜登称，确保联邦承包商和分包商受到充分保护，

免受新冠病毒的影响，促进联邦采购的经济性和效率。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9/
09/executive-order-on-requiring-coronavirus-disease-2019-vaccination-fo
r-federal-employee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9/
09/executive-order-on-ensuring-adequate-covid-safety-protocols-for-fede
ral-contractors/

9月 9日 美国白宫网站消息，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通电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双方利益交汇以及利益、价值观和观点

分歧的领域，双方同意开诚布公地处理这两类问题。两位领导人还讨

论了两国确保竞争不会陷入冲突的责任。拜登表示，这次讨论是美国

为负责任地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所做的努力。他还强调了美国对印太

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持久兴趣。新华社 10日消息，习近

平指出，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这不符合

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中美双方应推动中美关系尽

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习近平表示，两国有关部门可以继续接

触对话，推进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经济复苏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

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拜登表示，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

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美方愿同中方开展更多坦诚交流和建

设性对话，确定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避免误解误判

和意外冲突，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0



9/readout-of-president-joseph-r-biden-jr-call-with-president-xi-jinping-of
-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1-09/10/c_1127847695.htm

9月 9日 美国白宫网站消息，美国和墨西哥重启美墨高层经济对

话（HLED），推进经济和社会优先事项，以促进区域繁荣、扩大就业、

减少地区不平等和贫困等。美墨官员讨论了构成 HLED共同愿景的四

大支柱：一是建立双边供应链工作组，保持供应链弹性、防止其中断；

二是美国将继续提供战略援助，促进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的可持续经

济和社会发展；三是打造安全可靠的数字空间，确保未来经济繁荣；

四是投资劳动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0
9/re-launching-the-u-s-mexico-high-level-economic-dialogue-hled/

9月 13日 美国国务院网站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

宣布美国向阿富汗人民提供额外的人道主义援助。声明表示，美国正

在向受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人提供近 6400 万美元的新人道

主义援助。自 2002 年以来，美国对阿富汗和阿富汗难民的人道主义

援助总额达到近 40亿美元。美国的援助将通过独立的人道主义组织，

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向超过 1840万阿富汗难民提供支持。这笔资金将使美国

的合作伙伴能够提供救生保护、住所、生计支持、基本医疗保健、紧

急粮食援助、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等，以应对因近期冲突、

干旱和其他自然灾害加剧的需求以及持续新冠病毒大流行。

https://www.state.gov/the-united-states-announces-additional-humanitaria
n-assistance-for-the-people-of-afghanistan/

9月 14日 纽约时报网站消息，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赢得加

州罢免选举，将留任州长一职。据统计，62.1 %的选民反对罢免，37.9%
的选民赞成罢免。15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祝贺纽瑟姆赢得罢

免选举，并表示，此次投票反映了二人在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方面取



得的胜利。

https://www.nytimes.com/live/2021/09/14/us/california-recall-election-ne
wsom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1
5/statement-by-president-joe-biden-on-california-governor-gavin-newso
ms-recall-election-victory/

9月 15日 美国白宫网站消息，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三国领导

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一个以印太地区为重点的三边安全伙伴关

系（AUKUS），深化三国在安全和防御能力方面的合作，维护印太地

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称，AUKUS将聚焦网络、人工智能、量子科

技等前沿技术领域合作，促进更深层次的信息和技术共享，推动国防

科技、产业基地、供应链深度融合。声明还称，在 AUKUS机制下，

美英将帮助澳大利亚建立一支核动力潜艇部队。英美将提供为期 18
个月的研究，以确定交付核潜艇的最佳途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

示，澳大利亚并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建立民用核能力，澳大利亚将继

续履行核不扩散义务。他还表示，新的核潜艇可能要到 2040年才能

入列澳大利亚部队。根据 AUKUS协议，澳大利亚将成为世界上第七

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1
5/joint-leaders-statement-on-auku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9/15
/remarks-by-president-biden-prime-minister-morrison-of-australia-and-pr
ime-minister-johnson-of-the-united-kingdom-announcing-the-creation-of-
aukus/
https://edition.cnn.com/2021/09/16/australia/australia-china-us-aukus-sub
marine-intl-hnk/index.html

9月 19日 《华盛顿邮报》消息，美国政府内部对是否将前华为

子公司荣耀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存在分歧。国防部和能源部的官员支

持将荣耀列入实体清单，而商务部和国务院的官员表示反对。知情人



士还透露，由于存在分歧，该问题已经提交至更高层讨论。如果还无

法定夺，将继续上升至内阁层级，直至最终由拜登决定。8月 6日，

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高层麦考尔为首的 14名共和党众议

员联名致信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要求商务部将荣耀列入实体清单，

并称华为出售荣耀是为了逃避美国出口管制政策，荣耀收购公司由深

圳市政府控股。2020年 11月，华为将荣耀出售给深圳市智信新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huawei-honor-securit
y-export/2021/09/19/6d49d27c-17ef-11ec-b976-f4a43b740aeb_story.html
https://gop-foreignaffairs.house.gov/press-release/mccaul-china-task-
force-members-ask-for-honor-device-co-to-be-added-to-the-entity-list/

9月 21日 美国白宫网站消息，美国总统拜登首次以总统身份参

加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演说，讲话内容涉及新冠疫情、气候

变化、对盟友的承诺、以及新疆等地的人权问题。拜登表示，现在美

国的注意力从战争转移到地区局势和挑战方面，比如新冠疫情和气候

变化。美国将不仅专注于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而是全世界。拜登提

到重建美国盟友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美欧盟友关系。拜登表示不希

望世界分裂陷入僵化的集团，但也指出所有主要大国都有责任和义务

谨慎管理各自的关系，美国不会回避保护朋友和盟友，也不会回避竞

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线上参加该会议并发表演说。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9/21
/remarks-by-president-biden-before-the-76th-session-of-the-united-nation
s-general-assembly/
https://www.voachinese.com/a/biden-un-speech-20210921/6240298.html

9月 22日 美国白宫网站消息，美国总统拜登牵头召开全球抗疫

线上峰会。此次峰会提出三个主要目标：为世界接种疫苗、立即拯救

生命、重建更好，并宣布在明年 9月前，完成全球 70%的人接种新冠

疫苗的目标。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



2/fact-sheet-president-bidens-global-covid-19-summit-ending-the-pande
mic-and-building-back-better/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
2/fact-sheet-targets-for-global-covid-19-summit/

9月 22日 美国白宫网站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应邀与美国总统

拜登通电话，讨论 9月 15日美英澳三国决定的影响。双方同意，如

果美英澳先前与法国和欧洲伙伴公开磋商事关其战略利益的问题，局

面可能会更好。拜登表达了在这一问题上的持续承诺。双方决定启动

深入磋商进程，为保障互信创造条件，并提出实现共同目标的具体措

施。拜登和马克龙将于 10月底在欧洲举行会晤，以达成共识和推动

磋商进程。马克龙决定，法国大使将于下周返美，随后与美国高级官

员开始密切磋商。拜登重申法国和欧洲参与印太事务的战略重要性，

包括欧盟近期公布的印太战略框架。美国还认识到更强大和更有能力

的欧洲防务的重要性，这将对跨大西洋和全球安全发挥积极作用，是

北约的补充。在联合打击恐怖主义框架内，美国承诺加强对欧洲国家

在萨赫勒地区开展反恐行动的支持。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
2/joint-statement-on-the-phone-call-between-president-biden-and-preside
nt-macron/

9月 23日 路透社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

后决定召回驻美大使。此前，澳大利亚与美、英两国签订协议，将使

用英国和美国技术建造核动力潜艇，引起原本已经与澳大利亚签订建

造潜艇合同的法国不满。法国随即宣布召回驻美国和澳洲的大使进行

磋商，令此次外交争议进一步升级。法国外长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表示，澳大利亚与美、英签订的合同等于向法国“背后插上一

刀”。澳大利亚外长佩恩（Payne）也表示，她明白法国感到失望，但

希望可以与法国沟通，希望对方明白澳大利亚重视与法国的双边关系。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aukus-security-macron-biden-idCNL4S2
QO3A8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8604677

9月 23日 美国参议院网站消息，参议院以 72票赞成、14票反对、

14票弃权的结果批准康达（Daniel J. Kritenbrink）出任国务院东亚与

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此前，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等人因拜登政府

对“北溪 2号”项目的态度不强硬而阻挠参议院通过候选人提名。康达

是一名职业外交官，精通中文与日语，曾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和驻越南

大使。

https://www.senate.gov/legislative/LIS/roll_call_lists/roll_call_vote_cfm.
cfm?congress=117&session=1&vote=00379

9月 24日 美国司法部网站消息，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以视频

方式出席纽约联邦法院听证会时，承认曾在华为伊朗业务上误导汇丰

银行（没有认罪）。控辩双方随后签署延期起诉协议（DPA）以解决

欺诈指控，即孟晚舟方在 2022年 12月 1日（被捕 4周年）前不得公

开否认美国的“事实陈述”，美方将最终撤销对孟晚舟的指控。当天，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法官希瑟·霍尔姆斯（Heather
Holmes）批准撤回对孟晚舟的引渡请求，并签署释放令，孟晚舟于当

晚从温哥华飞回深圳。2018年 12月 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转

机时被加拿大警方逮捕。

https://www.justice.gov/opa/pr/huawei-cfo-wanzhou-meng-admits-mislea
ding-global-financial-institutio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huawei-meng-wanzho
u-plea-deal/2021/09/24/6068d9f4-1d49-11ec-bcb8-0cb135811007_story.h
tml

9月 24日 美国白宫网站消息，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在白

宫举行“四国机制”（Quad）首次线下峰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称，

四国再次承诺推进自由、开放、基于规则、植根于国际法和免于胁迫

的秩序，支持法治、航行与飞越自由、和平解决争端、民主价值观和

国家领土完整。四国重申，坚决支持东盟团结与中心地位以及《东盟



印太展望》，四国将以务实和包容的方式与印太地区的中心——东盟

及其成员国合作。四国表示欢迎 2021年 9月发布的欧盟印太合作战

略。声明还强调了四国在新冠疫情、气候危机以及关键新兴技术领域

的合作。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
4/joint-statement-from-quad-leaders/
https://www.state.gov/u-s-australia-india-japan-consultations-the-quad-se
nior-officials-meeting/

9月 27日 美国白宫网站消息，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表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本月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提到了华为高管孟晚

舟的案子，拜登也提到了被逮捕的两名加拿大公民，但双方没有进行

谈判。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中

国政府不懈努力，当地时间 9月 24日，孟晚舟女士已经乘坐中国政

府包机离开加拿大，即将回到祖国，并与家人团聚。中方在孟晚舟事

件上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事实早已充分证明，这是一起针对中国

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目的是打压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对孟晚舟女士

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1/09/27/pr
ess-briefing-by-press-secretary-jen-psaki-september-27-2021/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dhdw_673027/t1909813.sht
ml

9月 27日 美国疾控中心网站消息，美国疾控中心宣布将为部分

高危人群（包括 65岁及以上人群等）在接种完第二剂辉瑞疫苗 6个
月后提供该疫苗加强针。当天，美国总统拜登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

康奈尔均完成了加强针接种。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booster-shot.htm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9/27
/remarks-by-president-biden-while-receiving-a-covid-19-booster-shot/



9月 28日 美国财政部网站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债务限额

问题致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耶伦称，预计财政部将在 10月 18
日耗尽非常规措施获得的资源，国会必须解决债务上限问题，否则将

出现美国历史上首次违约，这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当天，耶

伦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作证时也重复了这一警告。

27日，参议院否决了民主党提出的紧急向联邦政府提供必要资金以

及提高债务上限的拨款法案。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0377
https://www.senate.gov/legislative/LIS/roll_call_lists/roll_call_vote_cfm.
cfm?congress=117&session=1&vote=00385

9月 29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消息，美国-欧盟贸易与技术

委员会首次会议在美国匹兹堡举行，会议由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

雷蒙多、贸易代表戴琪以及两名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

（Margrethe Vestager）和维斯塔格（Valdis Dombrovskis）共同主持，

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称要在全球贸易挑战和解决非市场以及

贸易扭曲行为、半导体供应链、投资筛选、出口管制、人工智能五个

领域密切协调、加强合作。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s
eptember/us-eu-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inaugural-joint-statement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s
eptember/fact-sheet-us-eu-establish-common-principles-update-rules-21st
-century-economy-inaugural-trade-and

9月 29日 美国参议院网站消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

两党已就通过提高债务上限的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关门达成协

议，并将于 9 月 30 日在参议院表决。此前的 9 月 21 日，众议院以

220票比 211票通过法案草案，在为联邦政府提供贷款的同时，还规

定将暂停实施政府债务上限至 2022年 12月 16日。这一法案遭到共

和党人的一致反对。27日，参议院否决了民主党提出的紧急向联邦

政府提供必要资金以及提高债务上限的拨款法案。2021 财年将于 9



月 30日到期，如果国会在此之前未能通过提高债务上限的拨款法案，

10月出现债务违约，联邦政府将被迫关门。

https://www.senate.gov/legislative/LIS/roll_call_lists/roll_call_vote_cfm.
cfm?congress=117&session=1&vote=00385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ouse-debt-ceiling-0922-idCNKBS2G
I0AW

9月 29日 美国国防部网站消息，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

长迈克尔·蔡斯（Michael Chase）与中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

室副主任黄雪平少将于 9 月 28-29日通过视频方式共同主持第 16次
美中国防政策协调会晤（U.S.-PRC Defense Policy Coordination Talks）。
此次会谈是拜登政府通过保持对华沟通渠道畅通，负责任地管控中美

竞争的重要部分。会谈期间，双方就影响美中军事关系的一系列问题

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广泛的沟通。双方重申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这一共

识。美中国防部工作会晤机制建于 2005年，是双方就两军关系政策

问题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2020年 1月 14日，第 15次美中国防部

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793577/readou
t-of-us-prc-defense-policy-coordination-talks/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
206_680528/sbgx_680532/

9月 30日 美国国务院网站消息，美国和俄罗斯在日内瓦举行第

二次双边战略稳定对话会议。美国代表团由副国务舍曼率领，俄罗斯

代表团由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率领。双方进行了实质和

密集的讨论，同意成立两个机构间的专家工作组——未来军备控制原

则和目标工作组以及具有战略影响的能力和行动工作组。两个工作组

即将开始召开工作会议，随后举行第三次双边战略稳定对话会议。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the-outcomes-of-the-u-s-russia-
strategic-stability-dialogue-in-geneva-on-september-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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