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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砺兵 捍卫和平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月24日电

（记者王守宝）应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
民主阵线邀请，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王晓晖率十九大精
神对外宣介团于 1月 22日至 24日访问
了埃塞俄比亚。

王晓晖会见了埃革阵执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希费劳，分别出席在梅莱
斯领导力学院、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举
行的中共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会和研
讨会，并与曾来华考察的埃革阵干部
座谈，全面宣介中共十九大的主要精
神和重要成果，深入解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介绍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上的重要主旨讲话精神。
埃革阵领导人和埃各界代表高度

评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高度赞赏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
取得的各项历史性成就。埃革阵热切
希望进一步加强同中共的密切合作和
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

新华社维也纳1月24日电 应奥
地利社民党邀请，中组部部务委员兼组
织一局局长李小新于 1月 22日至 24日
率中共十九大精神对外宣介团访问奥
地利。

访问期间，李小新分别会见奥副
总理施特拉赫，交通、创新和技术部部
长霍夫，社民党副主席兼议会党团执

行主席席德尔，人民党外交政策发言
人罗帕特卡，前联邦总统、奥中友好协
会主席菲舍尔等奥方领导人，出席中
国驻奥使馆举办的专题宣介会并发表
主旨演讲。李小新全面介绍了中共十
九大有关情况和主要成果，重点阐释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

奥方积极评价中共十九大的世界
意义，对十九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感到
由衷钦佩，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及
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愿大力加强奥
中、欧中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利
合作。

中共十九大精神对外宣介团
访问埃塞俄比亚奥地利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记者闫
子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4日说，经
济全球化是符合各国利益的时代潮
流。她同时强调，中方会用做大蛋糕
的办法推进同世界各国经贸关系的大
发展。

华春莹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
答有关提问时做出上述表示的。

有记者问，据报道，23日，达沃斯世
界经济论坛 2018年年会开幕。印度总
理莫迪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称，反
全球化的保护主义势头正在抬头，逆全
球化正在发生。报道称，莫迪反对保护
主义的观点与习近平主席去年在达沃
斯的演讲形成呼应。部分与会代表认
为，莫迪演讲间接批评了美国优先政
策。中方对莫迪总理的讲话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印度总理莫
迪发表了反对保护主义的看法，这反映
出经济全球化是符合各国，尤其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时代潮流。

她说，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世界
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了“共担时
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就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
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发出了中
国声音，倡导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产
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
“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积极适应和

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让它继续成为推动
世界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的积
极力量。”她说。

在回答有关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
义声音上升的提问时，华春莹说，贸易
保护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刺伤别人
的同时也会伤及自身。
“我不知道这世上有没有传说中刀

枪不入的‘金丝软猬甲’，能保证一国随
意对其他国家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
的同时自身却毫发无损？”她说。

此前，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智利出
席中拉经贸合作论坛暨中拉企业家理事
会 2018年年会开幕式时表示，2017年，
国内消费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
65%，中国国内的消费总规模将在 2018
年第一次超过美国。这意味着，2018年
之后，全球最大的市场将是中国。
“我们会一如既往从积极的角度来

处理由于市场规律带来的新情况，用做
大蛋糕的办法推进我们同世界各国经
贸关系的大发展。”华春莹说。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记者闫
子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4日表示，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维和
行动。中方累计派出维和人员近 4万
人次，先后有 13名官兵和 4名警察在执
行维和任务时献出了宝贵生命。

华春莹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

答相关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的。日前，
联合国发表了一份关于联合国维和人
员安全的报告，指出 2017 年有 56名联
合国维和人员遇袭身亡，创下 1994 年
以来最高纪录。报告还就改善维和人
员安全环境提出建议。

她说，中方高度重视维和人员安全
问题，支持联合国采取切实措施加强维
和人员安全保障，包括改进全系统指挥
体系，提升应急指挥能力，同出兵国、当
事国等协调，加强对当地安全形势的跟
踪研判、预警和信息共享，并提高危险
环境下的伤员救护能力。

华春莹说，近期，联合国秘书长任
命维和行动前指挥官对维和人员安全
问题进行研究，并提交题为《改善联合
国维和人员安全：改变行事方法势在必
行》的报告。中方正在认真研究有关报
告，将积极参与相关讨论。该报告是在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资助下
完成的。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是
习近平主席 201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峰会时宣布的重大务实举措，
目的是支持联合国工作，促进多边事
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基金迄今已在斡旋调解、维和及反恐能
力建设、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难移
民等领域开展了30个具体项目。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经济全球化是符合各国利益的时代潮流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

新华 社 蒙 罗 维 亚 1月 23日 电

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家卫生计生委主
任李斌 23日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
会见利比里亚总统维阿。

李斌向维阿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
诚挚祝贺和良好祝愿。李斌表示，
2003 年中利复交以来，利方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中方积极支持利比里
亚和平重建，两国关系发展顺利，双
边合作成果丰硕，切实惠及两国人
民。中方高度重视中利关系，愿同维
阿总统领导的利比里亚新政府一道努
力，推动两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迈上
新台阶。

维阿感谢习近平主席派特使出
席 其 就 职 典 礼 ， 请 李 斌 转 达 他 对
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美好祝愿。
维阿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利新
政府的既定对华政策，利方愿在互利
共赢的基础上同中国发展更强有力的
伙伴关系。

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会见利比里亚总统维阿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新发布的
《2018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显示，从
资金、论文、人才等多方面看，美国科技
实力依然全球领先，而中国科技实力正
迅速提升。

首先，科技创新离不开资金支持。
这份报告的数据显示，2000 年至 2015
年间，中国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过
18％，而这期间，美国研发投入年均仅
增长 4％。报告认为，虽然发展中国家研
发投入基数较小，增速相对较快，但中
国的表现依然“不同寻常”。

风险投资是科技资金的重要来源。
报告说，全球在 2016 年支持新兴技术
产业化的风险投资总额超过 1300亿美
元，其中美国吸引了约 700 亿美元，略
微超过半数，还有 26％的资本则流向中
国。2013年至 2016年，中国吸引的风险

投资从大约 30亿美元猛增至 340 亿美
元，增幅全球领先。

第二，科研成果的重要体现是论文
和专利等。这份报告说，2003年以来，中
国科学和工程专业论文数量大幅提升，
该报告所统计的中国 2016年论文数量
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如果只看高引用率论文的数量，美
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仍然领先，但中国论
文在国际上被引用的次数正越来越多，
高引用率论文数量也位居全球前列。

从研究领域看，美国、欧盟、日本论
文的一个重点是生物医学领域，中国和
印度论文的一个重点是工程学领域。

这份报告还分析了美国专利商标
局授予的专利数量，结果显示来自美
国、日本和欧盟的专利仍占主流，来自
中国的专利数量还较少，但处于增长之

中。从专利领域看，来自美国和欧盟的
发明专利多在化学和健康领域，日本专
注于半导体、光学等领域，中国和韩国
则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十分活跃。

第三，高等教育为科技创新提供
了人才保障。报告显示，美国是全球颁
发科学和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最多的国
家，其次是中国、俄罗斯、德国、英国和
印度。

但在颁发科学和工程专业学士学
位的数量上，美国相对落后。2014年，全
球颁发超过 750 万个科学和工程专业
学士学位，其中印度占 25％，中国占
22％，美国仅占 10％。报告指出，2000年
到 2014 年间，中国科学和工程专业学
士学位授予量大幅上升。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3日电 记

者周舟、林小春）

美报告称中国科技实力迅速提升

当地时间 1月 20日 10时许，伴随
着旋翼的呼啸，一架喷涂有“UN”标志
的直升机从苏丹达尔富尔法希尔机场
腾空而起，飞往 50公里外的萨托尼，执
行联非达团赋予的任务。操纵这架
“和平之鹰”的飞行员有两位，分别是
经验丰富的“80后”机长柴华和首次前
往萨托尼的“90后”副驾驶张浩杰。
“别看距离只有 50公里，可这一趟

并不轻松。让一老一新搭档也是我们
刻意安排，这次飞行不仅是任务也是练
兵。”目送直升机融入蓝天，中国首支维
和直升机分队队长陈文龙对笔者说。

萨托尼是联非达团任务区最危险
的任务点之一，其简易机场坐落于山谷
谷底，三面环山，周边是数以万计的难
民房屋。除了地形复杂、起降难度大，
萨托尼所在的马拉山脉还是反政府武
装的控制区域，大部分空域为禁飞区，
联合国直升机曾在此遭到武装分子开
枪射击。

起飞大约 20分钟后，柴华和张浩
杰驾驶直升机抵达马拉山脉上空。
“减速，加强观察，从山脊缺口上

方通过；你第一次来不要着急下降，保

持高度通场观察一遍，根据地形选取
合适线路进场……”柴华冷静地向张
浩杰下达一条条指令。按照机长的要
求，张浩杰谨慎地驾机绕过山峰，避开
难民房屋，确认进场航线。

然而，正当张浩杰准备进场下降
时，降落点附近的山坡上突然出现一伙
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执行2号方案。”
根据柴华的命令，机组迅速将情况通报
给负责机场安全防卫的埃塞俄比亚维
和步兵分队。待埃方装甲车抵达现场
后，张浩杰操控直升机快速沿山坡下
降，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精准
降落在20平方米的简易停机坪上。

萨托尼，执行维和任务以来的第
52 次安全着陆，一次新的经历和尝
试——飞机停稳后，张浩杰拿出飞行
日志写下了这句话。其实，对维和直
升机分队而言，这次飞行也是一种新
的尝试。

新年伊始，习主席发布训令强调，
全军各级要强化练兵备战鲜明导向，
坚定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
作为中心工作，抓住不放，抓出成效。

与国内部队不同，由于任务繁重等

原因，维和直升机分队几乎不具备专门
组织飞行训练的条件。此外，维和任务
区气象条件复杂、武装冲突频发的实际
也给组织训练带来很多困难。

在认真学习习主席训令后，分队临
时党委清醒地认识到，实战是摔打锻炼
部队的最佳方式，任务区的种种不利因
素，反而为他们创造了更严更难的练兵
环境。分队临时党委决定，结合任务展
开实战练兵，通过以老带新等方式不断
提升飞行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航线计算、空中操作、特情处置……
通过一次次实战实训，分队的机动、投
送和处突能力得到明显提升。部署至
今，分队已累计飞行 200余架次，运输
人员 1700 余名、物资近 80 吨，熟练掌
握了高海拔、高气温、高沙尘和极限载
重条件下的飞行实施方法。

陈文龙表示：“未来，分队官兵将
遵照习主席训令，科学地飞，大胆地
飞，在维和战场上飞出更多锻造精兵
劲旅的崭新航迹。”

上图：中国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

所属米-171中型多用途直升机在达

尔富尔执行飞行任务。 徐 洋摄

为世界和平振翅飞翔
——中国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练兵备战见闻

■余 磊

据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1月 23日 电

（记者刘阳、孙丁）美国司法部 23日证
实，“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米勒上周在特
别检察官办公室问询司法部长塞申斯
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此表
示“不担心”。

另有当地媒体 23 日报道，米勒办

公室正与白宫联系，试图问询特朗普。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白宫将完全配
合米勒调查，但双方仍在沟通问询方
式。桑德斯说，特朗普没有过失。

去年特朗普解职时任联邦调查局
局长科米后，米勒受命调查特朗普政府
同俄罗斯的不正当接触。

美国司法部长受“通俄门”调查

据新华 社 莫 斯 科 1月 24日 电

（记者魏忠杰）俄罗斯载人航天系统总
设计师、能源火箭太空公司第一副总经
理米克林 23日介绍说，俄计划在 2019
年年底前向国际空间站再发射 3个新
舱，完成现行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的

建设。在国际空间站停止运行后，俄航
天部门将以这几个舱段为基础建造新
的轨道空间站。

据米克林介绍，拟建的新轨道空间
站将由 5个舱段组成，总重约 60吨，是
目前国际空间站总重的七分之一。

俄计划在国际空间站退役后建新空间站

伊朗军演试射
新型反舰导弹

据新华社德黑兰 1月 23日电

（记者马骁）伊朗海军 23日在伊朗南
部的阿曼湾北部海域试射一枚国产新
型反舰巡航导弹。

伊朗媒体公布的电视画面显示，
该型反舰导弹代号“卡迪尔”，此前曾
在伊朗军演中展示过，按照伊朗方面
说法，导弹射程可达 300公里，具有命
中精度高、毁伤能力强等优势，拥有岸
基和海基两种发射型号。

土耳其称在叙军事行动

已消灭260名武装人员

据新华社安卡拉 1月 24日电

（记者秦彦洋）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
部 23日晚发表声明说，土耳其军队近
日在叙利亚北部军事行动中消灭至少
260名武装人员。

声明说，这 260 名武装人员隶属
于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库尔
德工人党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
声明还说，土军行动依据国际法和联
合国有关决议进行，并已采取措施避
免伤及无辜平民。

本报北京1月25日电 李燕、记者
邹维荣报道：用一把毫毛，变出千百个
一模一样的猴子——《西游记》里的神
话正在成为现实。克隆猴“中中”和她
的妹妹“华华”在中国诞生近两个月！
北京时间 1月 25日，它们的“故事”登上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细胞》封面，这意味
着中国科学家成功突破了现有技术无
法克隆灵长类动物的世界难题。
“姐妹”俩的基因，来自同一个流产

的雌性猕猴胎儿。科研人员提取了这
个猕猴胎儿的部分体细胞，将其细胞核

“植入”若干个“摘除”了细胞核的卵细
胞，结果产生了基因完全相同的后代，
这个过程也就是克隆。

自 1996年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诞
生以来，20多年间，各国科学家利用体
细胞先后克隆了牛、鼠、猫、狗等动物，
但一直没有克服与人类最相近的非人
灵长类动物克隆的难题。科学家曾普
遍认为现有技术无法克隆灵长类动物。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孙强团队
经过 5年努力，成功突破了世界生物学
前沿的这个难题。利用该技术，科研团

队未来可在一年时间内，培育出大批基
因编辑和遗传背景相同的模型猴。
“这是世界生命科学领域近年来的

重大突破。”中科院神经所所长蒲慕明
院士说，克隆猴的成功，将为阿尔茨海
默症、自闭症等脑疾病以及免疫缺陷、
肿瘤、代谢性疾病的机理研究、干预、诊
治带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孙强说，这意味着中国将率先建立
起可有效模拟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既
能满足脑疾病和脑高级认知功能研究的
迫切需要，又可广泛应用于新药测试。

世界生命科学获重大突破
两只克隆猴在中国诞生

第 48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1月 23日在瑞士
小镇达沃斯开幕。年会将围绕“在分化的世界中
打造共同命运”这一主题，探讨在地缘战略竞争
加剧背景下国际合作的意义，以及国际安全、环
境保护、全球经济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