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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短波

又是一年孟夏时。一年前，首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

召开。值此周年之际，盘点一年来取

得的积极进展，回望“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近5年的丰硕成果，沿线国家共

同发展繁荣的时代画卷正日益清晰地

展现在世界面前，让人们对“一带一

路”建设更加充满期待。

群贤毕至、共话合作的全球性盛

会，留下太多美好难忘的记忆。习近平

主席倡导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

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为各国深化

合作明确了前进方向。在逆全球化潮

流涌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

“一带一路”建设日益成为推动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得到国际社会

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参与，为破解全球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贡献了

东方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得益于

高瞻远瞩的理念引领和科学细致的设

计规划。“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中国

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以元首外交为引

领，将“一带一路”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载体和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的合作平台。来自顶层的清晰擘画为

国际合作打造新平台，为共同发展增添

新动力，为完善全球治理指明新方向。

“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得益于

积极有效的政策协调和全面精准的战

略对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黄金

法则，才能收获“一带一路”的黄金成

果。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发布报告，上海

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1”、亚太经

合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正推动所属经

济体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形成以“一带一路”为脊梁的更大范围

内的自由贸易区。放眼世界，“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还与落实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

成果相结合，与非盟、欧盟、拉共体等区

域发展规划相对接，既释放了中国的发

展活力，又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

果，让更多国家搭上中国发展快车。

“一带一路”行稳致远，得益于合作

共赢的务实举措和以人为本的生动实

践。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落到实处，造福沿

线各国人民，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变

初心。最新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倡议

在跨越“数字鸿沟”、教育减贫、文化交

流、医疗合作等方面释放出越来越多红

利，让更多民众分享经济全球化、一体

化“蛋糕”，夯实沿线国家的民意基础，

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加速度。

“只要我们相向而行，心连心，不

后退，不停步，我们终能迎来路路相

连、美美与共的那一天”。一年前的雁

栖湖畔，习近平主席与各国嘉宾许下

美好的心愿。今天，站在改革开放40

周年新起点上，新时代的中国正以更

加开放的胸襟把中国机遇带给世界。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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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外媒报道，埃及外长萨迈

赫·舒凯里表示，向叙利亚派遣“阿拉

伯联军”是目前可能的选择，用一种军

事力量代替另外一种军事力量的提

议，他们正在同美国进行商谈。上月

就有美媒披露，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博尔顿和被提名为新任国务卿

的蓬佩奥等人，正在推动组建包括沙

特、埃及、卡塔尔、阿联酋、约旦等国在

内的“阿拉伯联军”，以替代驻叙利亚

美军作为地区稳定力量。

目前，美国在叙利亚有驻军约

2000人，大部分驻扎在叙利亚北部，

名义是训练打击“伊斯兰国”的库尔德

武装和阿拉伯人武装。按照美国的想

法，让“阿拉伯联军”替代驻叙美军，不

仅可以避免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缩

减美军的伤亡和开支，还可以团结美

国的中东盟友，加速打造阿拉伯版“小

北约”。

这个计划虽然“看起来很美”，但

真正实施起来恐怕会面临诸多困难。

尽管沙特、埃及相继表示愿意派

兵进驻叙利亚，但两国目前都很“忙”，

能分出多大精力介入叙利亚内战有待

观察。

沙特目前深陷也门内战，其对胡

塞武装的军事打击已长达3年，消耗

了大量财力和军事资源，却一直效果

不彰。胡塞武装不仅能够不时对沙特

发动导弹攻击，还一度越过边境进入

沙特境内。应对非正规军胡塞武装尚

且力不从心，一旦介入叙利亚内战，沙

特将要面对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叙利

亚政府军。对沙特来说，这将是一个

严峻挑战。

在数年政局动荡之后，埃及在中

东地区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当

前，埃及军队一方面忙着与位于东部

西奈半岛的“圣战”组织作战，另一方

面还要保护埃及西部与利比亚之间漫

长的沙漠边界，防止极端组织势力渗

透。

美国想说服的另一个派兵国卡塔

尔，去年6月与沙特、阿联酋、巴林、埃

及等国之间的断交危机近来虽有缓和

迹象，但迄今尚未彻底解决。想把沙

特、埃及等国与卡塔尔集合在一起组

建联军，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此外，土耳其以及美国所支持的

库尔德人的立场，也将成为决定“阿拉

伯联军”能否在叙利亚特别是叙北部

存在的重要因素。

土耳其目前正在叙利亚北部边境

的库尔德人控制区展开军事行动，以

遏制库尔德人的势力，并努力在土叙

边境建立“安全区”。土耳其认为，任

何存在于其边界的部队，都会阻碍土

耳其实现上述目标。而且，多年以来，

土耳其一直有恢复“奥斯曼帝国”辉煌

的想法，与逊尼派“老大”沙特关系冷

淡，并不希望看到以沙特为首组织“阿

拉伯联军”进入叙利亚。

在土耳其针对库尔德人的“橄榄

枝”行动中，美国并没有对昔日支持

对象伸出援手，使其免受土耳其的攻

击，这自然令库尔德人深感不快。上

个月末，特朗普作出美军将尽快撤离

叙利亚的表态，对库尔德武装而言，

不啻于“雪上加霜”，其失望之情可想

而知。这样的情况下，库尔德人更难

接受在其占据的土地上部署外来的

阿拉伯军队。

综上分析不难看出，受各方利益

分歧影响，“阿拉伯联军”的组建注定

不会顺利。即便组建成功，受军事实

力限制，这支军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

响叙利亚局势，也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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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平壤5月13日电 （记者程
大雨、吴强）朝鲜平安北道劳动党委员
会委员长金能五日前表示，平安北道希
望和中国辽宁省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

金能五是在会见赴平安北道首府
新义州市交流考察的中国驻朝鲜大使
李进军时作上述表示的。他说，推动

朝中友好关系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
定不移的立场。今年双方高层交往密
切，两国最高领导人在两次历史性会
晤中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平安北道
希望和辽宁省加强合作，落实好两国
最高领导人共识。

金能五说，当前平安北道人民正为

贯彻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而努
力奋斗，牢牢抓住劳动党重视科学的方
针，立足道内经济结构特点，盘活企业生
产，积极推动道内多个新项目建设。

李进军 11 日至 12 日率队赴新义
州市，就加强两国地方和民间往来等
进行交流。

朝鲜平安北道希望加强同辽宁省交流合作

据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5月 12日电

（记者刘晨、朱东阳）中国驻美国大使
崔天凯 11 日在华盛顿参加活动时表
示，一些美国人试图在中美之间设置
“玻璃幕墙”，对中美之间正常的交流
合作设置障碍，值得警惕。

崔天凯在参加美国智库战略与国
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中美关系 40
年”研讨会时说，如果一国的外交政策
被敌意、恐惧和猜疑主导，那将非常危
险。崔天凯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有
些人正试图在中美之间设置一道“玻
璃幕墙”，对中美之间正常的经济、科
技、人文交流合作设置障碍，甚至对中
国在美留学生和学者疑神疑鬼。

崔天凯希望这种危险倾向不要成为
美国社会的主流。他说，中美双方应加
强沟通对话，共同努力消除“理解赤字”。

崔天凯表示，明年中美两国将迎
来建交 40周年。40年前，中美因共同
的战略利益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与美
方共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合作
伙伴，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崔天凯说，世界各国无论大小，都
希望在高科技领域争取领先优势，中
国也不例外，这是完全正常的。“中国
制造 2025”是中国为自身产业发展设
定的目标，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实现这

些目标是以排除其他国家为代价的。
事实上这一计划对中国企业、美国和
世界各国企业都是开放的。

崔天凯说，中国目前很多高科技领
域还处在追赶态势，我们深知只有坚持
对外开放、和其他国家学习互鉴才能取
得更大发展。他同时指出，当今世界，
一个国家可能在一段时间在某些领域
处于领先地位，但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长
期保持领先优势。随着时间推移，只要
有公平竞争，总会有别的国家追赶上
来。今天，美国仍然对中国实行高科技
产品出口管制。如果美国既不卖给中
国高技术产品，又不让中国自己研发制
造，那么中国产业的出路何在。

中国驻美国大使——

中美应加强沟通努力消除“理解赤字”

俄军机在北冰洋和北太平洋

被美机“跟随”

据新华社莫斯科 5月 12日电

（记者栾海）俄罗斯国防部 12 日说，
数架俄轰炸机、反潜机 11 日在北冰
洋和北太平洋水域实施巡逻飞行，其
间虽被美国战机“跟随”，但仍完成既
定任务。

俄罗斯国防部 12 日发布新闻公
报说，在此次俄军机群巡飞部分航段，
美军 2架 F-22 战机对俄军机实施 40
分钟跟随伴飞，与俄军机保持 100 米
以上距离。尽管如此，俄军机仍按照
计划完成所有巡逻任务。

巴黎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一名中国公民受伤

据新华社巴黎5月12日电 （记
者应强、韩冰）法国警方 12日晚说，位
于首都巴黎 2区的巴黎歌剧院一带当
晚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 1人
死亡、4人受伤。袭击者被警方击毙。

新华社记者 13 日从中国驻法国
大使馆获悉，在 12日晚法国巴黎歌剧
院附近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中，有一
名中国公民受伤。

阿富汗东部发生袭击事件

致4死20伤

据新华社喀布尔 5月 13日电

（记者代贺、蒋超）阿富汗东部楠格哈
尔省官员 13日对媒体说，该省首府贾
拉拉巴德市当天遭一伙武装分子袭
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20人受伤。

截至记者发稿时，交火还在进行
中，尚无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该
袭击。

5月12日，由中国唐山港驶出的首发“唐山-安特卫普”中欧班列直达列车驶抵比利时安特卫普港铁路货运露天

堆场。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摄

利比亚海军展开3次救援

救起300多名偷渡者

据新华社突尼斯 5月 13日电

（记者李远）的黎波里消息：利比亚海
军 12日在西部海域先后展开 3次救援
行动，共救起334名偷渡者。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内政部下属
的打击非法移民办公室 12日晚间发
表声明说，海军下属的海岸警卫队先
后实施了 3次救援行动，被救起的非
法移民来自非洲多个国家。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地中海风浪
趋缓，利比亚海域偷渡行为明显增加。

一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
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主
持领导人圆桌峰会，同与会各方共商推
进国际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大计，开启
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航程。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共
同的愿景，凝聚前行的力量。

一年来，“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提
质增速、精耕细作，各方秉持共商共建
共享理念，同心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
为世界共同繁荣发展注入推动力量、增
添不竭动力。

历史盛会，引领世纪

工程行稳致远

“今天，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我期
待着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为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献计献策，让这一世纪
工程造福各国人民。”

2017 年 5月 14 日，国家会议中心。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
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全面
阐述“一带一路”建设丰硕成果，指明未
来合作方向。

作为“一带一路”框架下最高规格
的国际活动，论坛吸引了来自 29个国家
的领导人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140多个国家和
80 多个国际组织的 1600 多名代表参
加，覆盖了五大洲各大区域。
“我们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
好的未来。”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出，
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
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在
“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阶段，为推动更
高水平的国际合作作出宏伟规划。

5 大类、76 大项、270 多项具体成
果……“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达成的沉甸甸的成果清单，勾勒出“一

带一路”建设的具体路线图，凸显广泛
的国际共识。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自 2013 年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
以来，“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规划走向
实践，从愿景转化为现实，进展和成果
超出预期，朋友圈越来越大。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走过不平凡的发
展历程，中方同 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亚投行、
丝路基金等投融资平台全面运转，政策
沟通不断深化，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各
领域合作广泛开展。
“蓝色经济通道”“冰上丝绸之路”

“空中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一
条条共筑梦想的纽带多元联动，为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中国方案，携手世界

共享发展机遇

“大雁之所以能够穿越风雨、行稳致
远，关键在于其结伴成行，相互借力。”
习近平主席一年前的话语意味深远。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践行合
作共赢理念，推动建设全球伙伴关系网
络，着力构建开放、创新、联动型世界经
济……中国以真诚和担当为推动共同
发展、合作应对挑战提供答案。

以实际行动稳步推进合作——
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主席首次出

访，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上，发出共建“一带一路”的
诚挚邀约。一幅五彩斑斓的“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画卷正徐徐铺展。

5月 2日，亚投行在北京宣布，已批
准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肯尼亚两个意向
成员加入，成员总数增至86个。

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积

极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发展紧密的
经贸伙伴关系，同各国加强创新合作……
一批重大互联互通、经贸合作项目落地，
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及时雨”。

以扩大开放实现共享发展——
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中国将从
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现在，距离博览会举行还有约半年时
间，已吸引全球1700余家企业报名参加。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
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主动扩大进口——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深入阐述中
国在扩大开放上的重大举措，赢得国际
社会高度赞誉。

以经济合作扩大利益相融——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

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这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范例：中国

企业收购的塞尔维亚钢厂不到一年扭亏
为盈；中国企业接手希腊比雷埃夫斯港
的经营，使该港重新跻身欧洲大港之列；
中法联手在英国建设核电站，成为“一带
一路”高新技术项目合作典范……

中国理念，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
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主席道
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殷切希望。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从新安全观到全球治理观，从新型

国际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提出
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方案新倡议，不断充
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这是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态度——
“‘一带一路’建设是全新的事物，

在合作中有些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
只要各方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

原则，就一定能增进合作、化解分歧，把
‘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
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让共建
‘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习近平
主席说。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一带
一路”倡议重申了中国与世界人民一道
支持和平与繁荣的承诺。它对整个世界
的经济发展、经济合作都意义重大。

这是破解世界难题的中国路径——
博鳌亚洲论坛发布《亚洲竞争力

2018年度报告》显示，2017年，“一带一
路”倡议的红利集中显现，夯实了亚洲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社会基础。中国企
业在 20多个国家建设经贸合作区，为有
关国家创造近 11亿美元税收和近 18万
个就业岗位。

如今，全球化挑战此起彼伏，仅凭
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
解决世界面临的难题。分析人士认为，
“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破解经济全球
化困境，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均衡、包容
和可持续发展。

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中国智慧——
经过近5年来的持续推进，“一带一

路”已成为广受欢迎的重要国际合作平
台和国际公共产品。倡议得到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

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核心
理念，共商、共建、共享是各方推动“一
带一路”的重要共识，也写入了联合国
决议、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等重要
文件。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焕发勃
勃生机。

承载世界期盼，共绘美好蓝图。展
望未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必将以一
步一个脚印、一点一滴成果为世界描绘
更加美好的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

孙奕、潘洁、郁琼源）

共同构筑发展繁荣的美好未来
——写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一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