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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两天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高层对话会非洲专题会18日在坦桑尼亚
达累斯萨拉姆闭幕。来自非洲近40个国
家约4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近百名政党
领导人与会，中非政党共同探讨“走符合
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与会代表认为，在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召开前夕，专题会的举行恰逢
其时，必将为中非在更高水平交流合作
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政党智慧和方案。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在专
题会开幕式致辞时表示，今年恰逢中国
改革开放 40周年和中国外交“非洲年”，
高层对话会首次走出中国、走进非洲，中
非政党共同探讨“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

路”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必将对促
进中非各自国家发展、增进相互交流合
作产生重要积极影响。

参会的利比里亚民主变革联盟主席
莫卢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各项事业取得长
足进步。“在我看来，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决策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把人民利益摆在首要位置，中国的这
种发展模式非常值得非洲国家学习。”

卢旺达爱国阵线执行委员会委员鲁
塔雷马拉表示，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在过去
40年取得巨大发展成就，逐步跃升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离不开开放，中国为
卢旺达和其他非洲国家提供了发展样板。

肯尼亚朱比利党总书记图朱表示，此
次专题会为非中共同打造新时代命运共
同体凝聚了共识，为非洲政党与中国共产
党交流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当其时，这一理念
倡导求同存异与共同发展，中国多年来坚
定支持非洲发展，与非洲国家进行互惠合
作，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

纳米比亚人组党总书记沙宁瓦表
示，在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共
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存在。通过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国家间
合作来实现和平、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是
我们唯一的选择。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于 9月开

幕，多位与会政党领导人都表达了对峰
会的期待，专题会上的交流也为峰会提
供了政党智慧和方案。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
行政书记姆波富表示，中国多年来在各
方面支持非洲国家发展，他非常期待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相信峰会将
为非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马加舒
尔说，中非合作论坛是非洲与中国对话
合作的重要平台，相信此次峰会必将为
中非合作注入新的发展活力，通过不断
加深中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 7月 19日

电 记者李斯博、高竹）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非洲专题会

为中非交流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记者闫子
敏）针对有美官员称美中未能达成解决贸
易分歧协议的责任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 19 日表示，中方一直在以最大诚
意和耐心推动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
歧，为避免贸易摩擦升级尽了最大努力。
美方有关官员如此颠倒黑白、倒打一耙，
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令人感到震惊。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有报
道称，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
洛称，美中未能达成解决贸易分歧的协
议，责任在中国。现在球在中国一边，只
要中方拿出令人满意的方案，美方可以停
止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华春莹说，中国商务部 7 月 12 日声
明已经完整还原了中美就经贸问题进
行接触磋商的全过程，中方一直在以最
大诚意和耐心推动双方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分歧，为避免贸易摩擦升级尽了最
大努力。全世界关注中美经贸关系的
人也都通过媒体全程跟踪了事态发展
的整个过程。
“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美方有关官

员如此颠倒黑白、倒打一耙，令人感到震
惊。”她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美
方行为只能再次严重损害自身信誉，也完
全无益于解决问题。

华春莹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摩擦问
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和明确的。从
一开始，中方就表明了“不想打、也不怕
打”的坚定立场。美方高举大棒，胁迫讹
诈，蛮横无理，反复无常，出尔反尔，言而
无信，是导致事态发展升级的直接和根
本原因。美方应该清醒认识到，这是经
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 21 世纪，这次它面
对的是中国。“美方某些人不应再沉迷于
做 17世纪的堂吉诃德。”
“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有条件，也有

足够的能力，维护自身正当合法利益，同
世界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规则和多边贸易
体系。”华春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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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记者
闫子敏）针对美国声称中国通过民用核
合作等途径获得美先进技术一事，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 19日表示，中方坚决
反对美毫无根据和不负责任的指责。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与防
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福特近日公开
声称，中国有意规避美国出口控制政
策，通过民用核合作等途径合法或非法
获得美国先进技术，并通过军民融合转
用于军事目的，以服务于大国竞争。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美方官员对中方的指责
完全是毫无根据和不负责任的，中方对
此坚决反对。

华春莹强调：
第一，中国坚决反对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一贯严
格履行国际防扩散义务和相关国际承
诺，全面完整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
决议，积极参与国际防扩散进程。多
年来，中国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逐步
建立了完善的防扩散和出口控制体
系，无论在国内管理，还是出口控制方
面，中国政府均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
施，确保相关法规得到有效执行，为维
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促进国际和地区

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积极努力和重要
贡献。

中国也一贯主张，既要杜绝任何国
家以和平利用为借口从事扩散活动，也
要在确保实现防扩散目标的前提下，保
障各国和平利用两用物项和技术的合
法权利。

第二，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是包括美
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中国
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旨在有效整合军
地资源，促进国防与经济社会的统筹发
展，根本不存在所谓通过军民融合“窃
取”或“转用”国外技术的情况。多年
来，中美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开展民用
核合作，这符合双方行业与国家利益。
相关合作严格遵守有关国际义务和双
方相关协议的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防扩散出口
管制领域作出的积极努力和重要贡献
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美方这种罔顾
事实、捕风捉影、任意捏造的做法无助
于双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基础
上开展和推进两国间防扩散出口管制
以及正常的经贸、科技合作，不符合两
国的共同利益。“我们希望美方摒弃冷
战思维，正确看待有关问题，多做有利
于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的事，而不是无
端指责和猜疑。”

外交部发言人—

美国官员对中方“通过民用核合作

获得美技术”的指责毫无根据

韩国统一部19日表示，根据《板

门店宣言》内容，朝韩共同联络事务所

办公楼修缮作业持续进行，韩方人员

从本周起常驻修缮园区为事务所竣工

做准备。

分析人士指出，朝韩两国领导人

签署《板门店宣言》以来，双方以落

实宣言内容为目标进行了密集会

晤，并在军事、体育、文化、经贸等领

域开展务实合作，使半岛缓和局势

得以延续。

韩国国防部17日宣布，在朝韩两

国军事部门努力下，位于朝鲜半岛西部

海域的朝韩军事通信线路已完全修复。

同一天，朝韩男双、女双以及混双

队在2018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韩

国公开赛中亮相。其中，朝韩混双队

战胜了西班牙队。

15日，在韩国京畿道富川市，数

百名韩国观众观看了朝鲜电影《我

们家的故事》。在富川市开幕的第

22届国际奇幻电影节期间，有9部朝

鲜影片首次面向韩国普通观众公

映。

除此之外，本月初，韩国还派出

篮球代表团访问平壤，与朝鲜篮球队

共同举行北南统一篮球赛，这是自

2003年以来时隔15年再次举行该项

比赛。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在赛后

表示，此次比赛不仅加深了球员间

的友谊，更体现出民族和体育的力

量，期待朝韩体育交流为加速落实

《板门店宣言》做出贡献。朝鲜《劳

动新闻》报道说：“北南统一篮球赛

彰显北南体育界人士实践历史性

《板门店宣言》的意志，表明北南只

要团结一致就可以更好展现民族尊

严和气概。”

另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发布的

消息，韩朝将在今年8月举行的雅加

达亚运会开、闭幕式上，持半岛旗共同

入场，双方还商议组建联队参加部分

项目。

此外，朝韩之间近期还陆续举行

了军事、铁路、公路、山林、体育等各部

门的会谈，通过工作层面磋商推动缓

解半岛军事紧张关系、消除战争威胁，

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努力营造民族

和解、半岛和平的良好气氛。

韩国舆论认为，当前韩朝之间除

经济合作外，非政治领域交流逐渐活

跃，这不仅有利于韩朝双方增强互信，

也将推动半岛无核化和构筑半岛和平

进程。

朝中社17日发表署名文章说，改

善北南关系，实现朝鲜半岛和平是大

势所趋。《劳动新闻》日前也刊文指

出，只要《板门店宣言》能够得到有效

履行，北南关系将实现划时代发展，

朝鲜半岛和平统一事业也将迈出新

步伐。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认为，朝韩同属一

个民族，无论是从地理上、历史上还是

文化上，双方都有加强合作的强烈动

力。朝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人心

所向。

与此同时，有分析人士指出，体

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比较容易

迅速展开并呈现不断扩大的局面。但

在经济领域，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制裁

和美国单方面制裁不解除，韩朝之间

很难展开实质性经济合作。

有韩国媒体指出，韩朝交流与经

济合作应以半岛无核化大框架为前

提，半岛无核化进程与南北合作交流

应保持步伐均衡一致，这样才有助于

南北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创造良好的

无核化谈判环境。

王俊生认为，目前朝韩各领域合

作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美

朝在如何落实两国领导人新加坡会晤

达成的四点共识方面分歧依旧明显，

而美国也继续维持对朝鲜的制裁；二

是韩国保守派势力对朝鲜弃核决心存

在疑虑，对文在寅政府对朝友好的政

策构成掣肘。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记者
陆睿、耿学鹏、宗巍、田明、程大雨）

朝韩推进务实合作 助力半岛局势缓和

据新华社莫斯科 7月 19日电

（记者栾海）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罗戈
津 18 日晚表示，俄总统普京已批准
“天体”卫星计划，俄航天部门将以
2022 年、2024 年和 2028 年为落实“天
体”卫星计划的时间节点，在 10年内
累计发射大约 640 颗卫星，从而大幅
优化俄在轨卫星部署，高质量完成对
地观测和卫星通信任务。

俄计划10年内

部署约640颗卫星

据新华社德黑兰 7月 18日电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 18日报道，伊朗军
队将接收 700至 800辆伊朗自主生产
的坦克。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援引伊
朗国防部副部长礼萨·莫扎法里－尼
亚的话说，按照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
命卫队的需求，伊朗厂商目前每年生
产 50至 60辆坦克，包括最新型的“卡
拉尔”主战坦克。

伊朗军队将接收

大批自主生产坦克

据新华社华盛顿 7月 19日电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8日表示，美方预
计将在未来数周内从朝鲜接收一批在
朝鲜战争中失踪的美军士兵遗骸。

这将是 6月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
举行会晤后，朝方归还的首批美军士
兵遗骸。本月 15日，美朝两国代表在
板门店举行了 2009 年以来的首次将
官级别会谈，讨论朝鲜归还美军士兵
遗骸问题。

美数周内将从朝鲜

接收一批美军遗骸

据新华社安卡拉 7月 18日电

（记者秦彦洋）截至18日晚间，土耳其未
作出延长紧急状态的决定，意味着持续
两年的紧急状态将从19日凌晨起结束。

土耳其总统府发言人卡林 13 日
表示，结束紧急状态不会为恐怖分子
提供可乘之机，一旦土耳其国家安全
受到威胁，紧急状态将恢复。

土耳其结束持续

两年的紧急状态

7月 16日，

中国第 17批赴

黎巴嫩维和建筑

工兵分队与医疗

分队，在黎以边

境“蓝线”附近共

同开展了一场实

战背景下的应急

演练。图为维和

官兵在演练中救

治“伤员”。

蒙卓霖摄

应急演练

这是7月13日在黑海海域拍摄的“海上微风－2018”多国联合军事演习现

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16日在视察参与“海上微风－2018”多国联合军事演习

的乌克兰海军部队时说，乌将尽一切努力提高该国海军的防务能力。

新华社/路透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大勇、记者
武元晋报道：北京时间 19 日 14 时许，
随着最后一批参赛官兵搭乘的飞机降
落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中国陆
军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
2018”的人员及装备全部抵达俄罗斯
境内。

据介绍，这次赴俄参赛，中国陆军

将参加“开阔水域”“工程方程赛”“汽车
能手”“忠诚朋友”“修理营”等 14个比
赛项目，400多名参赛人员于 18日至 19
日分别从北京和乌鲁木齐出发前往莫
斯科和新西伯利亚。

据陆军出国参赛指挥组总领队李
斌介绍，此次赴俄参赛所携带的装备物
资主要由铁路投送，搭载装备物资的军

列分别于 7月 5日、6日、7日和 10日从
满洲里出境前往俄罗斯。北京时间 7
月 19日 9时许，装备物资全部抵达预定
地域。

记者连线前方获悉，陆军各参赛
队抵达俄罗斯境内后，受到俄方的热
情迎接，目前正陆续前往各项目比赛
场地。

“国际军事比赛-2018”

我陆军赴俄参赛人员及装备全部抵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