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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3日在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释放出中国对外开放
再扩大、深化改革再出发的强烈信号。
海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
讲话，认为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
下，中国积极践行改革开放、捍卫多边
贸易，给世界带来机遇和利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今年是
我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也是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 30周年。今天，我们在这里隆
重集会，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
年，就是要充分肯定经济特区建设的历
史功绩，深刻总结经济特区建设的宝贵
经验，在新时代新起点上继续把全面深
化改革推向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强大动力。

巴基斯坦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所所
长萨利姆·卡尔吉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海南经济特
区受益良多。在过去 30年间，海南经济
特区实现了快速发展，成为驰名中外的国
际旅游岛。海南经济特区取得的巨大发
展成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生动缩影。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宋
立水表示，习近平讲话所释放的信号就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而言同样具有重
大意义，其中所传递出的关键信息是，中
国将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并将在推进国
际合作过程中积极承担大国责任。

巴西里约州立大学国际关系系主
任毛里西奥·桑托罗认为，中国从上世
纪 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当今世
界发展进程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政策
和行动。中国以这种方式取得经济迅
速增长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南非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新兴市场

部董事总经理马丁·戴维斯说，“改革开
放政策是中国做出的正确选择，取得的
成果举世瞩目”，中国近期宣布的一系
列深化改革的举措说明中国坚持改革
开放的政策没有改变。

智利商业集团 SIGDO KOPPERS
首席商务官毛里西奥·卡斯蒂略认为，
中国改革开放等发展经验对拉美地区
国家非常有帮助，中国的“一带一路”倡
议为许多国家带来发展机遇，这是真正
意义上的互惠互利。
《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李天荣说，

当前中国正在转向一种更稳定和可持
续的发展模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
这种转变的组成部分，这对于亚洲地区
实现和平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
机构顾问巴塔查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
的一系列新举措彰显了中国捍卫多边
贸易、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决心。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经济事务
官员梁国勇说，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
以贸易和投资为两翼不断融入世界经
济和国际分工体系，成为推进全球化进
程的重要力量。

哈萨克斯坦法拉比国立大学教授
穆萨塔耶夫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经
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经济全球化
的推动者。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彰显
中国与各国共商共建共享，坚持走开放
融通、互利共赢之路。

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金融学
教授安玉花说：“习近平在讲话中的一系
列重要宣示，让世界对中国在国际多边
贸易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中国倡导的以多边合作为主的共赢
精神在讲话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参与记者：刘天、刘彤、杨舟、王可

佳、赵焱、荆晶、杨春雪、董成文、杨柯、

赵旭、凌馨、魏良磊、周良、陆睿）

改革开放的践行者 多边贸易的捍卫者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平壤4月15日电 朝鲜劳
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14日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部会见了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国艺术团
团长宋涛。

金正恩首先转达他对习近平总书记
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热烈欢迎宋涛
率中国艺术团来朝鲜参加“四月之春”
国际友谊艺术节。金正恩表示，不久
前，我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同习近平
总书记举行富有意义的长时间会谈和
交流，达成重要共识，取得丰硕成果。
在朝中友好关系迈向新的更高阶段的
重要时刻，习总书记又派中联部宋涛部
长率高水平、大规模的中国艺术团来
朝，充分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落实我
们所达成共识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人

民的友好情谊。我们将竭尽全力特别
款待中国艺术使者，希望以此为契机，
夯实两国人民友好的基础，携手书写朝
中友谊的新篇章。

宋涛向金正恩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宋涛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委员长在北京
实现历史性会晤，达成重要共识，掀开
了中朝关系的新篇章。我此次率中国
艺术团来朝鲜参加艺术节，旨在落实两
党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中朝友
谊，推动两党交流合作，促进文化艺术
交流。中国艺术团从抵达平壤的那一
刻起，就受到了朝方的亲切热情周到接
待，充分感受到了金正恩委员长、朝鲜
党和人民对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对
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党和人民的友好情

谊。
双方就加强中朝两党两国交流合

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
了意见。金正恩表示，我访华期间亲
眼看到中国取得的令人惊叹的发展成
就，为兄弟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地高
兴，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经验，
全面加强两党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合
作。宋涛表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
好中朝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
的方针。我们愿与朝方一道，贯彻落
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共
同为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不断发展、
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半岛和平稳
定作出贡献。

当晚，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为中国
艺术团举行盛大欢迎招待会，朝鲜劳动

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委员长、
组织指导部部长崔龙海和宋涛在招待
会上分别致辞。崔龙海表示，中国艺术
团的访问将进一步推动两国文化艺术
交流、深化传统友谊。宋涛表示，中国
艺术团带来了中国党和人民对朝鲜党
和人民的友好情谊，将为弘扬中朝友
谊、丰富文化艺术交流作出贡献。

当天下午，李雪主在平壤主体音乐
艺术发展馆剧场观看了中国艺术团演
出的芭蕾舞剧《吉赛尔》，对中国艺术家
们的精彩演出给予高度评价，对艺术团
为朝中友谊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崔龙海，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
长、国际部部长李洙墉，朝鲜劳动党中
央副委员长、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中
央第一副部长金与正等一同观看了演
出，并出席招待会。中国艺术团抵达平
壤时，李洙墉、金与正及朝各界群众在
机场迎接。金与正还到艺术团驻地看
望。

14日上午，宋涛同李洙墉举行了工
作会谈。

金正恩会见中联部部长、中国艺术团团长宋涛

据 新 华 社 联 合 国 4月 14日 电

（记者王建刚、尚绪谦）联合国安理会
14日未能通过由俄罗斯起草的旨在谴
责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的决议草
案。

这份决议草案的内容包括“谴责
美国及其盟国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
宪章》，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行
侵略的行径”，以及要求美国及其盟
国“立即停止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的侵略，避免今后再次发生违反国际
法和《联合国宪章》、使用武力的行
为”。

当天在表决时，安理会 15 个成员
中的 3 个投赞成票，8 个反对，4 个弃
权。该决议草案未获通过。

在投票前安理会召开的叙利亚局
势紧急会议上，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瓦西里·涅边贾指责这次军事行动是

“国际舞台上的流氓行为”。他说，这次
军事行动将使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进
一步恶化。

俄罗斯总统普京 14 日表示，美国
及其盟友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是侵
略行为，俄罗斯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据新华社联合国4月14日电 （记
者尚绪谦、王建刚）在美国、英国和法国
对叙利亚实施联合军事打击后，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 14 日呼吁各方按照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行事。

古特雷斯说，作为联合国秘书长，
他有责任提醒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按
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行事，尤其是
涉及和平与安全的问题。

据新华社利马4月14日电 （记者
裴剑容）美国副总统彭斯 14 日在秘鲁
首都利马说，美国政府已经做好再次军
事打击叙利亚的准备，并将应对叙利亚

及其盟国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
正在利马出席第八届美洲国家首

脑会议的彭斯对记者说，美法英三国联
合进行的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取得了
“极大成功”，打击了叙利亚进行化武攻
击的能力。

当被问及为何美国不等有关叙利
亚化武事件调查开启就采取军事打击，
彭斯说，“美国确信叙利亚政府进行了
化学武器袭击”。他说，叙利亚巴沙尔
政府如果再次使用化学武器，将为此付
出“极大代价”。

叙利亚外交部 14 日发表声明说，
叙政府强烈谴责美国、英国和法国对叙
发动导弹袭击，这一袭击再次表明美英
法对国际法的蔑视，此举将加剧世界紧
张局势、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叙政府
还敦促国际社会谴责美英法对叙的此
次袭击。

安理会未通过谴责对叙军事打击决议草案
美副总统称已做好再次打击叙利亚的准备

当地时间14日，叙利亚境内多处政府和

军方目标突遭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联合空

袭。此次军事行动的合法性遭到部分国家

质疑，国际社会纷纷呼吁公正调查叙利亚

“化武袭击”事件，避免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

使用化武为国际公约所禁止，无论在何

时、何地都不能被容忍，将肇事者和责任方绳

之以法理所应当。但是，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应

该以事实和客观公正的调查结论为依据。然

而，美国用来作为动武的借口，只是网络上流

传的一段显示叙利亚平民受到疑似化武袭击

后出现窒息、口吐白沫等症状的视频。

在专家看来，“化武袭击”事件当下疑云

重重，美英法未等调查开启，就绕开联合国

单方面对叙实施军事打击，这种做法无视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有悖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

外交学院中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高尚

涛指出，美国此次军事打击，与美国在中东

一贯的战略考量有关。多年来，美国始终没

有放弃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努力，希望

借此削弱俄罗斯和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

此次生出化武袭击事件，无疑给了美国一个

对叙采取强硬措施的理由。

“特朗普目前迫切需要转移视线，缓解

其在国内面临的重重压力。”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龚正认

为，在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律师办公

室被FBI以搜集“通俄门”证据为由进行搜

查的情况下，特朗普迫切需要通过展示对俄

强硬姿态，争取更多支持以稳固其政治地

位。因此，美国这次对叙军事打击行动一定

程度上更像一场“政治仗”。

当前，美国及其盟友在地中海部署有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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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编队、“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以及“俄

亥俄”级核潜艇等“杀器”。在此背景

下，美俄会否在叙战场“擦枪走火”？

叙利亚局势又会如何发展？

高尚涛认为，此番军事打击将加剧

美俄之间的博弈，但两国发生直接军事

对抗的可能性很低。他指出，美军的

“有限打击”将目标严格限定在与“化

武”相关的目标上，并没有说要推翻巴

沙尔政权，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俄

在叙的军事目标，特朗普在讲话中也明

确表示此举并不是要推翻巴沙尔政权。

在国防大学军事问题专家王宝

付看来，美国等国的军事行动将使叙

利亚局势更加复杂和动荡。当前，叙

政府军刚刚完全收复叙反政府武装在

大马士革周边的最后要塞，而美英法

此次军事打击将给反政府武装提供喘

息机会，使叙利亚战场形势充满变数。

虽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此

次对叙军事行动是“一次性打击”，目

前尚没有更多对叙打击计划。但特

朗普则在讲话中表示，美方已准备对

叙利亚进行“持续打击”，直到叙政府

停止使用“化武”。龚正指出，奉行

“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不久前刚刚宣

布要从叙利亚撤军，此次军事行动，

既对使用化武表明了自己的“严正立

场”，又对俄展示了强硬姿态，目前又

没有新的大规模集结行动，今后应该

不会过度卷入叙利亚战场。

导弹打不出真相，武力解决不了

问题。王宝付表示，真相必须调查清

楚，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

得到尊重。在“化武袭击”真假莫辨的

情况下，简单地使用武力，不仅无助实

现叙利亚的和平，还会给政治解决叙

利亚危机增添新的复杂因素。

新华社喀布尔4月14日电 阿
富汗北部巴格兰省一处供电设施 14
日遭塔利班武装袭击，造成首都喀布
尔大面积停电。

巴格兰省警方发言人扎比乌拉·
希贾说，袭击发生在 14日凌晨，向喀
布尔供电的部分电缆和电塔等在袭击
中受损。袭击发生后，政府相关部门
向事发地派出技术人员，以尽快修复
受损设施。据报道，这是过去一个月
里塔利班武装第二次袭击巴格兰省内
的供电设施。

塔利班袭击供电设施

致阿首都大面积停电

据新华社莫斯科 4月 15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14日在莫
斯科说，俄方通过秘密渠道获得的信
息显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所提取分
析的俄前特工“中毒”案样本含有北约
国家使用的失能性毒剂“毕兹”。

拉夫罗夫指出，失能性毒剂“毕
兹”的配方由美国、英国和其他北约国
家军方掌握，俄罗斯并未研制和储存
过有这种功能的毒剂。俄方对禁止化
学武器组织在调查报告中忽略“毕兹”
相关信息感到不解。

俄称前特工“中毒”案

样本含北约失能性毒剂

据新华社东京4月14日电 （记
者姜俏梅、王可佳）约 3万名日本民众
14 日在位于东京的国会前举行大规
模集会，抗议近期日本政府被曝光的
多项丑闻，要求首相安倍晋三及其内
阁集体辞职。

参加集会的人群挤满了国会正门
附近及周边所有道路。据集会组织方
介绍，参加集会人数大约有 3 万人。
他们手举“弄清真相”“安倍下台”等标
语牌，齐声高呼“绝不允许公器私用”
“彻底追究篡改文件责任”等口号。

东京民众集会抗议

要求安倍下台

据新华社利马4月14日电 （记
者赵焱、裴剑容）第八届美洲国家首脑
会议14日在秘鲁首都利马闭幕。会议
最终通过《利马承诺》，期望美洲地区
各国团结一致，采取具体反腐败措施，
保证本地区经济和社会的稳步发展。

各国领导人在《利马承诺》中强
调，预防和抵制腐败对于民主制度的
加强、赢得人民的信任和国家的发展
都是至关重要的。

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承诺加强打击腐败

4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北

侧，人们手持标语抗议对叙利亚进行

军事打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美东时间13日

晚下令美军联合英国、法国对叙利亚

军事设施进行“精准打击”，以作为对

日前叙东古塔地区发生“化学武器袭

击”的回应。

新华社发

本报马里加奥4月14日电 魏

玮、岳洪跃报道：当地时间 4月 12日，
中国第 5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以总
评 97.5分的成绩通过了联马团组织的
维和能力评估。这是该批维和工兵分
队首次接受此项评估。

据介绍，联合国组织进行维和能
力评估旨在摸清各支维和部队的实力
与不足，是检验各任务区维和部队能
否有效履行使命的重要手段。

4月 10日至 12日，来自联马团总
部的评估组一行 5人，采取看、查、问、
考等方式，对我维和工兵分队的作战
训练、执行任务、装备管理、后勤给养
等 10多类 120余项内容，进行了全方
位评估。为检验分队的应急处突能

力，评估组在 11日早上随机设置“哨
位遭受曲射火器打击”情况。接到遇
袭警报，分队官兵按照预案迅速进入
各自战位，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

经过 3天的检验评估，维和工兵
分队最终获得了总评优秀的成绩。联
马团评估组评价说：“中国工兵精良的
武器装备、精细的文件资料、过硬的专
业能力让我们印象深刻，相信你们能
够顺利完成联马团赋予的各项任务。”

上图：当地时间4月12日，联马

团评估组负责人帕特里克·丰丁在评

估总结会上伸出大拇指，对中国维和

工兵在评估期间的优异表现给予高度

认可。 岳洪跃摄

中国第5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

以优异成绩通过维和能力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