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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召开的

首次峰会，青岛峰会以其规模之大、级

别之高、成果之多成为上合组织发展

进程中一座新的里程碑。特别是习主席

提出的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

观和全球治理观，概括总结了建设新

型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为“上海精

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也赋予了上

合组织新的历史使命。

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观。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

“总钥匙”。要想从根本上维护成员国

的安全与稳定，关键在于实现各国经

济社会协同进步，解决发展不平衡带

来的问题，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繁

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是中国在适应、把握、引领自身

经济新常态中提出的，深刻揭示了中

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促进

地区和全球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新时

期上合组织国家实现共赢发展提供了

新的平台和机遇，对拉动共同发展的

引擎作用愈发凸显。

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 。“利莫大于治 ，害莫大于

乱。”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上合组

织成立伊始，就明确将安全合作作为

优先方向。从打击“三股势力”到禁

毒、从反洗钱到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上合组织安全合作不断充实和升

级，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尽管各种传统和非传

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但捍卫和平的

力量终将战胜破坏和平的势力，安全

稳定是人心所向。只有摒弃冷战思

维、集团对抗，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

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才能夯实

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安全基石，实

现普遍安全。

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

作观。尽管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

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但“地

球村”的世界决定了各国日益利益交

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

作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

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以共同

发展繁荣为目标开展互利合作，在全

球具有重要示范意义。一方面，要坚

持开放融通，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

一体化趋势，维护世贸组织规则，支持

多边贸易体制；另一方面，要坚持互利

共赢，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和发

展战略对接，继续深化务实合作。

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

明观。上合组织成员国地跨欧亚两

洲、汇聚多种文明，独特的文化资源是

各国的宝贵财富。尽管文明冲突、文

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

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

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

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

明优越，才能汇聚起促进民心相通的

人文力量，夯实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

民意基础。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全球治理是各国共同的事业，上

合组织有责任也有能力为此发挥建设

性作用。尽管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推动国际秩序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呼声不容

忽视，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

挡的时代潮流。各成员国要在“上海

精神”指引下，致力于以平等、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为基础构建更加

公正、平衡的国际秩序，不断改革完善

全球治理体系，齐心协力构建上合组

织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

类命运共同体。

走过17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风

华正茂的上合组织站在了新的历史起

点上，将开启发展新征程。包含上述

五大观念在内的中国理念，完全契合

上合组织的发展需要，完全契合世界

各国的共同利益，完全契合世界发展

进步的时代潮流，不仅将为上合组织

未来发展提供新的精神指引和发展动

力，有力促进上合组织的自身发展，也

将有利于推动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

与繁荣。

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徐 琳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 6月 12日电

（记者苏津）在巴拿马同中国建立外交关
系一周年之际，巴拿马外交部副部长路
易斯·米格尔·因卡皮耶日前对新华社记
者表示，短短一年间，两国关系发展取得
丰硕成果。
“这是成功且忙碌的一年”，因卡皮

耶在巴拿马外交部对记者说，大约一周
前，由巴拿马数位内阁部长组成的内阁
巴中委员会与总统巴雷拉举行会议，回
顾并审视巴中建交一年来两国在政治、
经贸和文化等领域所取得的交流成果，
并决定今后加倍努力推进双边关系的
全面发展。巴雷拉在会议上用“令人印
象深刻”来形容一年来两国关系的快速
发展。

因卡皮耶说，过去一年，两国高层
代表团多次互访，特别是巴雷拉去年

11 月成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切
实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巴拿马外
交部特别设立了协调两国关系发展的
专门工作小组。随着两国政府间协议
的签署以及使馆的设立，外交工作逐
步转入正轨。

因卡皮耶说，一年来，两国政府
签署了 20 多项合作协议，中国国际
航空公司开通北京至巴拿马直航，
两国即将启动自贸协定谈判等。目
前要做的是尽快落实已签署的各项
协议。

在谈到“一带一路”倡议时，因卡皮
耶表示，巴拿马拥有连接太平洋和大西
洋的运河和铁路，并且是地区航空枢
纽，巴拿马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让中国通过巴拿马连通整个拉美和加
勒比地区。

巴拿马外交部副部长表示

巴中建交一年来关系发展成果丰硕

新华社地拉那6月13日电 应阿尔
巴尼亚社会党邀请，中联部部长助理沈蓓
莉 6月 11日至 13日率中共代表团访阿，
分别会见议长鲁奇及社会党、民主党、争
取一体化社会运动党领导人，宣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推动中
阿党际交流和两国友好合作交换看法。

阿方高度评价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愿借鉴中共
治党治国经验，促进两国关系发展。

中共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在中国青岛刚刚落幕，峰
会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丰硕成果。印度
汉学家、尼赫鲁大学教授狄伯杰日前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对上合组
织的发展至关重要。

狄伯杰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为所有
成员国提供了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合作
的巨大机会。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
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从而使该组

织扩展到了南亚地区，并使之成为世界
上人口最多和地域最广的区域组织，各
成员国在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的合
作也不断扩大和深化。

狄伯杰表示，上合组织不仅是促进
地区安全的重要区域组织，还在促进跨
区域互联互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狄伯杰认为，中国在欧亚大陆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
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带

来物质上的融通，而且将促进地区经济
一体化，进而促进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在狄伯杰看来，中国高度重视地区
和跨区域互联互通、贸易、投资和商业
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实现这些
目标的重要途径。他说，中国和印度作
为世界上重要的两大发展中国家，将为
全球经济增长和繁荣作出非常重要的
贡献，他还希望印度倡导的互联互通项
目能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进行

对接。
狄伯杰指出，上合组织一直努力促

进地区乃至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该
组织将以一种更好和更协调的方式应
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狄伯杰还说，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在
反恐行动中都拥有经验，该组织将在打
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更好的协调作
用。上合组织 2001年成立以来，打击恐
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一直是该
组织的一个重要目标。在 2004年的塔
什干峰会上，正式启动上合组织地区反
恐怖机构。

谈及对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期望，
狄伯杰表示希望将更多的对话伙伴纳
入上合组织，使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新华社新德里6月13日电 记者

胡晓明）

中国对上合组织发展至关重要
—访印度汉学家狄伯杰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记者
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3 日表
示，美方日前宣布将停止美韩军演，证
明中方的“双暂停”倡议合情合理、切
实可行。

耿爽表示，在朝美领导人新加坡会
晤之前，朝鲜半岛局势就已经出现了积
极变化。“朝鲜方面停止了核试验，美韩
方面在军演问题上也作出了自我约
束。这在事实上就实现了中方提出的
‘双暂停’倡议。”

耿爽说，美国总统特朗普 12 日在
记者会上表示将停止美韩军演，这再次

证明中方的倡议合情合理、切实可行，
不仅符合各方利益，也能解决各方最急
迫的安全关切。

他说，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主张站
得住脚，终将得到各方支持。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记者
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3 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华将向中方通
报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的有关情
况。
“应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邀请，蓬佩奥国务卿将于 6 月 14 日

访问中国，双方将就两国关系发展
及共同关心的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
交换意见，美方将向中方通报美朝
领导人新加坡会晤的有关情况。”耿
爽说。

他表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保持
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双方
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世界利益，是国际
社会的普遍期待。此访是近期中美之
间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希望通过
蓬佩奥这次访华，与美方增进了解、管
控分歧、拓展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沿着
正确轨道不断向前发展。

外交部发言人—

美 方 宣 布 停 止 美 韩 军 演
证明“双暂停”倡议切实可行
美国务卿访华将向中方通报美朝领导人会晤有关情况

新华社巴黎 6月 12日电 （记者
韩冰）法国参议院 12 日发布首份关于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估报告，呼
吁法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
作用。

报告建议，法国应该推动法中双边
关系发展，正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同时，还应在推动欧洲和中国关系发展

中发挥引擎作用。
报告还说，法国企业和地方政府应

多参与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
作。

这一报告由法国参议院外交、国防
和军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阿利扎尔和参
议院欧洲事务委员会秘书茹尔达等人牵
头撰写。

法参议院发布评估报告

呼吁法国正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近日，3名联合

国承包商雇员在马

里加奥遭到不明武

装人员袭击，1人死

亡，2人受伤。伤员

送至中国第6批赴

马里维和医疗分队

后，分队官兵立即

展开紧急救治。在

其生命体征平稳

后，分队派员将其

后送至马里首都巴

马科接受治疗。图

为分队官兵在后送

伤员。

阿勒木斯摄

6月12日，旅客在爱尔兰都柏林机场排队准备搭乘飞往中国的航班。当地时间12日上午，随着一架中国海南航空公司

的大型宽体客机在都柏林机场起飞，首条都柏林至北京直飞航线正式启动。这也标志着首条连接爱尔兰和中国大陆的直

航线路正式双向开通。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平壤6月13日电 （记
者吴强） 据朝中社 13 日报道，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12 日在新加坡朝
美领导人首次会晤中接受美国总统特
朗普对他访美的邀请，同时他也邀请
特朗普方便时访问平壤，特朗普接受
了邀请。

报道说，金正恩表示，“因为朝美
两国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敌

对意识，产生了很多问题”，他希望
“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及无核
化，双方要承诺相互理解、互不敌
视，并采取法律、制度上的措施为此
提供保证”。

报道说，金正恩希望“双方要为
履行此次会晤中讨论的各项问题和联
合声明尽快积极采取实践性措施”，并
希望双方首先要做出“终止刺激和敌

视对方的军事行动的决断”。
报道还说，特朗普对金正恩的观

点表示理解，并表示愿意在朝美进行
对话期间停止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
提供安全保证，通过对话协商使关系
改善取得进展，解除对朝制裁。

金正恩说，如美方采取真诚的建
立互信的措施，朝方也会相应地采取
措施。

朝中社说朝美领导人接受互访邀请

据新华社巴黎6月12日电 （记者
韩冰、应强）法国总统府 12日发布新闻
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日在和伊朗
总统鲁哈尼进行电话会晤时提议，在未
来几周时间内举行一次关于伊朗核问
题全面协议的部长级会议，与会方为除
美国外的伊核问题相关国家。

公报说，马克龙再次表示，法国愿
意和英国、德国、俄罗斯以及中国继续

全面落实伊核协议，他也期望伊朗“毫
不含糊”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另据报道，鲁哈尼对欧洲，尤其是
法国维护伊核协议的立场表示赞赏，他
在通话中表示，欧洲国家的表态和声明
应“落实到行动上”，并采取切实措施保
护伊朗的利益。他说，如果伊朗在协议
中的利益不能得到保护，伊朗就不可能
留在伊核协议中。

法国提议就伊核协议举行部长级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马其
顿总理扎埃夫 12日宣布，马其顿和希
腊就国名问题达成协议，马其顿国名将
更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

马其顿与希腊之间就马其顿国名
问题的僵局持续长达 20多年。马其顿
1991年宣布独立，并于 1993年以“前

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名义加入联
合国。此后，马其顿对内对外使用宪
法国名“马其顿共和国”。希腊认为，
马其顿的国名暗示马其顿对希腊北部
马其顿省存在领土要求，要求其更
名，不然就将继续阻碍马其顿加入北
约和欧盟。

马其顿国名将更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

挪威支持扩大
美军临时部署规模

据新华社奥斯陆6月12日电 （记
者梁有昶、张淑惠）挪威国防部12日发表
声明说，支持从明年起大幅增加临时部署
在挪威进行训练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数。

声明说，美国从 2017年 1月起以轮
换驻扎的形式向挪威中部的韦恩内斯军
事基地临时部署约 330名海军陆战队军
人。如果新驻军安排得以实行，从 2019
年起将增加到 700人，期限为 5年。

国际联盟连续空袭
造成叙30名平民死亡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6月12日电 美国
主导的国际联盟11日和12日连续两天对叙
利亚东北部哈塞克省发动空袭，造成30名
平民死亡。国际联盟11日空袭了哈塞克省
舍达迪市东南部的一处伊拉克难民营，造
成18名平民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包括妇女
和儿童在内的伊拉克难民。12日，国际联
盟又对哈塞克省东南部泰勒沙耶尔的民居
发动空袭，12名平民在袭击中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