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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0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

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

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新

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讲话，

提出中阿合作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

主张，为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发

展指明了方向，为中阿未来合作规划

了新蓝图，必将开启中阿全方位合作

新征程。

中阿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新。

一直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堪

称发展中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从古丝

绸之路上“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到新

时代共建“一带一路”的勃勃生机、累

累硕果，中阿始终是互惠互利的好伙

伴、同甘共苦的好兄弟。4年前，习近平

主席向阿拉伯国家发出共建“一带一

路”的邀请，得到广泛支持和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成为中阿合作重要内

容。4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带动

中阿关系发展，中阿全方位合作进入

新阶段。

新阶段催生新定位，新定位引领

新发展。“我宣布，经过中阿双方友好

协商，我们一致同意建立全面合作、共

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

系。”习近平主席重新定位新时代中阿

关系，为新时代中阿关系发展提供了

根本遵循，表明双方更加着眼于中阿

合作的长远利益，这是中阿友好合作

新的历史起点，具有里程碑意义。

此次开幕式重要讲话中，习近平

主席高瞻远瞩，规划了新时代中阿合

作新蓝图：“中方愿同阿方加强战略和

行动对接，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共同做中东和平稳定的维护者、公平

正义的捍卫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互

学互鉴的好朋友，努力打造中阿命运

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贡献。”就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提出增进战略互信、实现

复兴梦想、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包容互

鉴四点主张。这四点主张，既有登高

望远的方向目标，也有脚踏实地的行

动方案；不仅立足油气合作、低碳能源

等传统项目，也涉及金融、高新技术等

合作领域；不仅旨在创造更多经济利

好和发展机遇，也注重推动双方人民

的情感交流和心灵沟通。面向未来的

思路和举措，为打造新时代中阿关系

“升级版”指明了前进方向。

“语言是叶子，行动才是果实”。

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中方

不仅有蓝图，更有实实在在的举措。

设立“以产业振兴带动经济重建专项

计划”，提供 200亿美元贷款额度；成

立“中国-阿拉伯国家银行联合体”；

欢迎阿拉伯国家参加今年 11月在上

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将在今后5年实现阿拉伯国家参加博

览会及贸易和投资综合展全覆盖；未

来 3年，再从阿拉伯国家邀请 100名

青年创新领袖、200名青年科学家、

300名科技人员来华研讨，再邀请100

名宗教人士、600名政党领导人访华，

再为阿拉伯国家提供1万个各类培训

名额，再向阿拉伯国家派遣 500名医

疗队员；成立中阿新闻交流中心，正

式启动中阿电子图书馆门户网站项

目……中方宣布的一系列务实举措，

覆盖中阿合作的各个领域，将进一步

推动中阿全方位合作。

新蓝图承载新希望，新起点酝

酿新辉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阿拉伯国家正处于

变革自强的关键期，中阿友好合作

迎来新机遇。发扬丝路精神，一步

一个脚印朝着目标前行，中阿友好

合作的航船定将乘风扬帆，驶向更

加美好的未来。

开启中阿全方位合作新征程
■张君兰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于
佳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11 日就美方
公布拟对我 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
关税清单发表谈话。

发言人指出，美方以加速升级的方
式公布征税清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我们对此表示严正抗议。美方的行为
正在伤害中国，伤害全世界，也正在伤
害其自身，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是不得
人心的。

发言人表示，中方对美方的行为感到
震惊，为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

利益，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不得不作出
必要反制。与此同时，我们呼吁国际社会
共同努力，共同维护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
贸易体制，共同反对贸易霸凌主义。与此
同时，我们将立即就美方的单边主义行为
向世界贸易组织追加起诉。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公布拟对我
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闫
子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1 日在回
应美方公布拟对中国 2000亿美元输美
产品加征关税清单时说，这是一场单边
主义与多边主义，保护主义与自由贸
易，强权与规则之战。中方将和国际社
会一道，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共同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
时说，美方行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

义，中方将作出必要反制，坚决维护自
身正当合法权益。

华春莹说，当今时代，各国经济不
同程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彼此
之间相互依存、兴衰相伴。立己达人方
是正确选择。如果固守“零和博弈”的
过时思维，任性挑起贸易战，不仅损害
当事双方利益，也伤及全球产业链上的
各方利益，不会有赢家。中国货物出口
的 40%，高科技产品出口的三分之二都

是在华外资企业实现的。
“美方是在向全世界开火，也在向

自己开火。多位国际经济界权威人士
的有关表态也充分表明，美方失去理性
的行为十分危险，害人害己，不得人
心。”华春莹说。

她说，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坚决
抵制单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维护多
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规则。“这是作
为负责任国家应有的担当和责任”。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美方公布拟对中国
2000 亿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

北约峰会定于11日在布鲁塞

尔开幕。会议前夕，日本政府在北约

设立代表处的消息引发关注。

近些年来，日本通过各种方式

主动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分析人士

认为，日本企图利用北约这一军事

组织，加强与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

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夹带私货，宣介

自身政策。

根据北约官方提供的资料，日

本和北约自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

举行高级别会谈。在安倍晋三成为

日本首相后，日本明显加大了与北

约接触的频度，不仅加强了与北约

的高层互访等交往，在朝核问题、导

弹防御、打击海盗等安全议题上保

持沟通，还展开了一些具体合作，例

如日本为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提供

支持等。

尽管地理位置相距遥远，安倍

政府却如此“积极主动”靠拢北约，

其背后有着自己的利益算计，试图

通过扩大同北约的合作强化其安全

保障，同时借助北约这一军事平台

扩大影响。

北约成员国包括美国和欧洲主

要大国，日本加强与这一军事组织的

合作，可以在一些安全问题上获得更

多情报，多一条与美欧沟通和协调的

渠道，还可以为日本自卫队寻找更多

借口来“出海”。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还把北

约当成向西方国家宣介自身政策的

重要平台，夹带了不少私货，企图左

右国际舆论。根据媒体报道，安倍

原本计划在北约峰会发表演讲时提

及亚洲地区安全挑战，但因为国内

暴雨灾情被迫取消这一访问。

从北约来看，出于自身目的，也

不反对与日本发展关系。针对日本

在北约设立代表处，北约秘书长斯

托尔滕贝格表示欢迎，称“显示了北

约与日本牢固的合作关系”。

虽然日本有意拉拢北约并获得

回应，但双方关系深入发展依然面

临障碍。首先，2014年乌克兰危机

之后，北约重新把战略重点放在欧

洲安全上，对于全球扩张和域外行

动的兴趣逐渐减弱。其次，北约依

然由美国主导。分析人士认为，美

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上台以来，不断

批评北约，给这一军事组织的未来

前景罩上阴影，这也让日本想“抱大

树”的愿望不那么容易实现。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1日电

记者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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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莫 尔 兹 比 港 7月 11日 电

江山、史奎吉报道：当地时间 7 月 11
日 10 时许，执行“和谐使命－ 2018”
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缓
缓驶抵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
比港，开始对巴新进行为期 8 天的友
好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
这是和平方舟医院船时隔四年再次
到访巴新。

访问期间，任务指挥员将拜会巴新
军政官员，和平方舟医院船将为巴新民
众、中方机构人员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并开展联合演练、共同诊疗、学术交流、
舰艇参观、文化联谊等活动，进一步加
深双方相互了解、增进传统友谊。

和平方舟医院船于 6月 28日从中
国舟山起航，经过 14天连续航行，抵达
此次任务的第一站巴新。

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

时隔四年再访巴新

本报朱巴7月10日电 王岸鸿报
道：中国第四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官
兵 10日举行祭奠烈士活动，深切缅怀
两年前为维护南苏丹和平而牺牲的战
友李磊、杨树朋。

在位于南苏丹首都朱巴的联合国驻
南苏丹特派团总部营区广场上，一条条
挽联寄托着人们的崇敬和哀思。在降半
旗致哀后，伴随深情低回的《献花曲》，礼
兵为烈士献上维和官兵自制的花圈，来

宾、官兵代表依次向烈士遗像献花，表达
对烈士的崇高敬意和沉痛哀思。

战士李东曾是中国第二批赴南苏
丹维和步兵营的一员，也是当年遇袭的
105 号步战车车长。怀着对战友的崇
敬，去年 11 月他毅然重返维和前线。
李东说，李磊、杨树朋是两名优秀的战
士，他们用生命捍卫了军人的荣誉，用
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军人的责任与
担当。

中国第四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

举行祭奠烈士活动

三代才能出一个贵族。这句话，
放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同样适用。

在 10日进行的俄罗斯世界杯首场
半决赛中，法国队对阵比利时队，这场
比赛也被称为提前进行的决赛，因为
两支球队都是夺冠热门，实力强劲。
法国队拥有姆巴佩、格列兹曼、瓦拉
内、马图伊迪、坎特等明星球员。比利
时队则拥有阿扎尔、德布劳内、卢卡库
组成的世界顶级“进攻三叉戟”。

比赛开始后，双方都没有大举进
攻，而是注重做好防守。大赛拼防守，
法国队主帅德尚显然深知这一点。他
利用瓦拉内和乌姆蒂蒂两名高大中卫

去盯防卢卡库，使其无法施展拳脚。
德布劳内本场比赛明显不在状态，比
利时队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阿扎尔，
但他又过分执迷于个人盘带，无法使
比赛局面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下半场，法国队一上来就抓住了
对方防守失误的机会，由乌姆蒂蒂头
球破网率先将比分改写为 1比 0。最
终，比利时队经过近 45分钟的努力也
未能扭转败局，充满天赋的“欧洲红
魔”止步半决赛。

这是西班牙人马丁内斯自 2016年
执教比利时队以来的第二场失利。此
前，马丁内斯率领的比利时队，取得了

19 胜 5 平的战绩，还时常大比分战胜
对手，仅在本届世界杯热身赛中败给
过西班牙队。

攻击火力强大，是比利时队取得
骄人战绩的主要原因。“欧洲红魔”目
前依然以 14个进球，稳坐俄罗斯世界
杯进球榜头名。不过，仔细分析就会
发现，比利时队在弱旅身上得了不
少分。小组赛前两轮，他们在巴拿马
和突尼斯两队身上砍下 8球，淘汰赛面
对实力相对较弱的日本队，他们又入
账 3球，这些进球，占据了比利时队本
届世界杯进球数的大头。

面对强队时攻坚能力欠缺一直是
比利时队的短板。世界杯开始前的热
身赛和葡萄牙队互交白卷，特别是半
决赛输给法国队，都充分证明了这一
点。面对弱旅经常大开杀戒、面对强
敌时常攻坚不利，似乎已经成为“欧洲
红魔”难以迈过的一道坎儿。

当然，不管怎么说，过去 4年比利
时队的表现可圈可点，甚至曾经世界
排名第一。这场失利，说明主帅马丁
内斯需要继续修炼，同时也表明他的
球员们缺乏大赛经验，这也是比利时
队无法挽回败局的主要原因。比赛终
场前的十几分钟，法国队球员不断想
方设法拖延时间，仅凭这一点就可以
说明他们比对手更会打关键战。

未能杀入决赛，“欧洲红魔”难免
遗憾，不过他们在接下来的季军争夺
战中还有机会创造历史。此前，比利
时队的世界杯最好成绩是 1986年的第
四名。

（本报圣彼得堡7月11日电）

上图：7月10日，比利时队球员阿

扎尔（左）在比赛中带球突破。

新华社记者 鲁金博摄

0比1不敌法国队，止步半决赛——

“欧洲红魔”仍有机会创造历史
■本报记者 仇建辉

本报南苏丹瓦乌7月11日电 张

晓昆、邱卫报道：当地时间 7月 11日，中
国第八批赴南苏丹维和工兵分队在科
瓦乔克修建的 2万平方米直升机起降
坪竣工。

位于科瓦乔克的直升机起降坪，是
联南苏团为当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重

要交通设施。中国第八批赴南苏丹维和
工兵分队官兵克服雨季带来的不良影
响，采取拉土垫平、层层压实、人机结合
等方法，历时60余天完成修建任务。联
南苏团工程处官员艾利亚斯称赞：“中国
工兵完成任务历来非常出色，精益求精
的标准令人敬佩！”

中国第八批赴南苏丹维和工兵分队

修建直升机起降坪

就在对中国启动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后不到

一周，美国11日公布了拟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产

品加征关税清单。中国对这种加速升级公布征税清

单的做法表示严正抗议。美国企图用强压、速决的手

段逼迫对方就范的企图终会落空，中国将在理性冷静

中坚决应对。

美国从来都是以世界霸主的心态对待一切，这次

竟然以中国反制为由再加码征税清单。明眼人都知

道，是美国先开了第一枪，中国一直不想打，但被迫应

战，中方的反击是符合国际道义的“正当防卫”，是对

贸易霸凌主义的坚决回击。这次中方也将继续一如

既往，作出必要反制，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

本利益。

美国这种加速升级的举动背后，不排除是妄图以

速战的方式逼迫中国作出更多让步。这种失去理性

的行为令人震惊，毕竟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摩

擦，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也不是一场数字游戏，简

单粗暴地升级数字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还将在更多

领域、对更多群体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允许自己单方面依据国内法行动，却不允许其他

国家捍卫自身权益，这种贼喊捉贼的强盗逻辑一开始

就失去道义，注定戕害自己又累及世界。贸易战的危

害已经开始显现，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企业，都深有

感触。美国启动340亿美元商品征税的当天出台了

“关税豁免”政策，为贸易战可能伤及的美国企业“开

后门”。这种方式也许可以短期内帮助企业，却无法

挽回失去的市场。这个道理似乎企业比政府想得更

清楚：就在美方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公布的前一天，

美国著名电动车及能源公司特斯拉宣布落户上海临

港，将打造特斯拉超级工厂，美国芝加哥市市长伊曼

纽尔也在11日率大型经贸代表团访华，与中国商讨

贸易投资合作，这一切都再次印证了美国政府或许可

以挡住来自国外的进口商品，却挡不住企业向外拓展

的脚步。

任何用强压、速决方式来逼迫中国就范的企图，

都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中国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将会拿出实实在在的反

制措施，综合采用数量型和质量型工具在内的各种举

措予以回击。同时，中国也将继续支持自由贸易和多

边贸易体制，同各国一道坚决反对贸易霸凌主义。

时移世易，美国不该继续用过时的思维去对待现

在的世界，通过臆想猜测或强力施压绝不是解决问题

的正确选项。奉劝美国放弃这一幻想，与其一味无端

指责他人，不如好好反思自身，正视中国扩大开放、深

化改革作出的努力和成绩，以理性务实态度推动中美

经贸问题解决。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于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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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日内瓦7月10日电 （记
者聂晓阳）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
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俞建华 10
日表示，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的积
极变化，证明中国的创新能力“完全能够
支持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俞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等 10日发布的 2018年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表明，中国在全球的
创新排名进一步提升，由 2017年的第 22
位上升到第 17位，成为首个也是唯一进

入前 2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十八大
以来，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了
17 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和可喜成就。

他说，中国有能力把握创新的主导
权、发展的主导权，过去 40年中国的快
速发展以及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上的积
极变化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有
人想搞技术垄断、挑起争端、打压中国的
发展，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中国创新能力能够支持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