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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9 月 11
日至 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俄
罗斯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同俄
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
系发展，同东北亚各方共商区域和平
与发展大计。俄罗斯、日本、韩国和
蒙古国等国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主席
此访为中俄关系增添了新动力，为区
域合作开辟了新前景。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
统规划下阶段两国务实合作方向，商
定继续深入开展共建“一带一路”与
欧亚经济联盟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打
造合作新增长点，将两国高水平政治
关系优势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东方经济论坛组委会秘书长科比
亚科夫认为，习近平主席出席本届东
方经济论坛是俄中关系发展的新里程
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
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俄中元
首会晤将进一步促进两国各领域关系

发展，特别是使双边经贸关系迈上新
台阶。
“与中方密切协作，努力开拓中国

市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对于俄方来说至关重要。借助‘一带
一路’建设，俄方可促进本国特别是
俄远东地区改善基础设施，为俄中经
贸合作取得长足发展创造条件。”安德
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说。
“东方经济论坛有助推动俄与包括

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国家加强协作。”俄
罗斯政治信息中心主任阿列克谢·穆
欣说，负责俄远东发展的俄联邦机构
正密切关注已启动的远东合作项目的
落实情况，鼓励俄企业赴远东发展、
投资，期待俄中相关企业在项目磋商
和落实方面迈出更大步伐。

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名誉教授凌星
光说，从中俄两国领导人的讲话和交
流中可看出，两国战略性经济合作正
在落实，中俄在远东地区的经济合作

将加速推进。同时，有了中国和俄罗
斯的密切合作，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
将出现崭新局面。

专家们认为，在本届论坛全会
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提出的重要
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契合域内
各方利益，为开创东北亚地区美好未
来描绘了清晰可行的路线图。

俄对外经济银行第一副行长尼古
拉·采霍姆斯基指出，在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的背景下，中国是地区经济一体化
和贸易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我认为
中国所倡导的发展方向对于国际社会至
关重要，只有通过活跃的贸易和公平竞
争才能使各国经贸获得长足发展。因此
我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全会上关
于发展战略对接、构建东北亚经济圈的
倡议”。

日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敏说，东北
亚各国加强合作有利于区域繁荣稳
定。日中两国在区域内携手合作，能

够构建共赢关系。期待本次东方经济
论坛能成为打开日中合作新篇章的重
要一步。

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金融学
教授安玉花说：“习主席参与东方经济
论坛，传递出中方坚持不懈对外开放、
与地区其他国家加强合作的信号是明确
的、有力量的。”她说，东北亚地区合
作不仅能为稳定地区发展提供重要力
量，并且也向世界表明，开放、合作、
共赢的理念在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中多么
重要。

蒙古国国际问题专家、前外交官
巴雅尔呼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明确
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重视并支持东
北亚经济全面合作与共同发展。这对
于包括蒙古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是一个
难得机遇。蒙古国政府层面已达成共
识，只有与两大毗邻国家和其他东北
亚国家继续深化经济合作，蒙古国经
济才有可能保持平稳增长。

引领中俄关系发展 共促区域和平繁荣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

9月11日至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应邀出席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举办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这期间，

习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了年内第三次

会晤，出席了中俄地方领导人对话会，

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发表题为《共享远

东发展新机遇 开创东北亚美好新未

来》的致辞。此访标志着中国今后将更

加积极参与到东北亚地区合作中，与各

国一道共促区域繁荣稳定。

东方经济论坛是由俄罗斯总统普京

提议成立、旨在深化包括俄远东地区在

内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新平台，对

推动东北亚地区合作产生了积极影

响。习主席首次出席论坛，在表明中国对

远东开发的支持的同时，也传递出借助

该平台与东北亚各国凝聚智慧、共商合

作的积极愿望。习主席在论坛全会上对

区域合作提出四点主张：要增进互信，维

护地区和平安宁；要深化合作，实现各国

互利共赢；要互学互鉴，巩固人民传统友

谊；要着眼长远，实现综合协调发展。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之际，习主席

提出的这些重要主张，体现了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为推动区域和谐发展、繁荣稳

定指明了方向，为开创东北亚地区美好

未来描绘了清晰可行的路线图。

近年来，在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

下，中国与远东地区各领域合作成果丰

硕。双方建立了副总理级的中国东北地

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

合作委员会机制，中国与远东地区还建

立了25对友好省州和城市关系，有效

引领和协调各领域合作的发展。在上述

机制的推动下，中国已成为俄远东地区

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一大外资来源

国。2017年，中国与远东地区贸易额超

过77亿美元，在俄远东地区规划投资

超过40亿美元，落实项目数十个，涵盖

农业、林业、建材、能源、矿产等诸多领

域。与此同时，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

等基础设施建设顺利推进。中国已成为

远东开发的重要支持者与参与者。

论坛期间，中俄还签署了包括发展

远东经贸和投资合作的计划，以及有关

成立俄远东及贝加尔地区与中国东北

地区商业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等一系

列协议。今后，中国将进一步扩大与远

东地区的基础设施、能源、农业和旅游

的合作。可以预见，中俄远东合作将进

入新阶段，在充实中俄地方合作内容的

同时，为中俄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在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

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

下，习主席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再次向

世界表达了中国将继续秉持互利共赢

原则，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的决心。此访必将进一步激发中俄地

方合作的热情和潜力，为新时代两国

全方位务实合作深入发展注入新动

能，必将有力促进东北亚区域和平、发

展与繁荣。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

研究所副研究员）

抓住历史机遇 实现互利共赢
■韩 璐

本报俄罗斯楚戈尔 9月 14日电

李祥辉、记者蔡鹏程报道：9月 14日下
午，一场别开生面的中俄战地联合演
出，在楚戈尔训练场的一座野战营区内
举行，现场洋溢着欢乐和友好的气氛。
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和俄军亚
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等文艺团体的演职
人员同台献艺，为 2000 余名中俄官兵
进行慰问演出。

开展战地文化交流，是中国军队这
次参加俄军演习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
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演习期间，双方
互派演职人员为对方参演部队进行战
地文艺演出。实兵演练和沙场检阅结束
后，中俄双方共同组织一场大型联合文
艺演出。

中方参演部队抵达演习地域后，双
方文艺工作者多次到对方营地演出，两
军官兵和文艺战士同台联欢。9月 6日，
解放军文工团文艺轻骑队赴北部战区
空军某旅所在机场为中方参演官兵慰
问演出，邀请同在该机场的 50 多名俄
军官兵一同观看节目。在互动环节，俄
军官兵代表应邀上台与中方舞蹈演员
一起学跳中国流行舞蹈，现场气氛十分
热烈。
《俄罗斯母亲》《前进吧！步兵》……

9月 7日，俄方演职人员来到北部战区
陆军某旅野战营区，为训练归来的数
百名中方官兵演出。俄方一位女歌手
还深情演唱中文歌曲《月亮代表我的
心》，博得现场官兵热烈喝彩。次日，解

放军文工团文艺轻骑队赴俄军某坦克
旅营区为 1200 多名俄军官兵慰问演
出。当中方演员演唱《喀秋莎》时，现场
全体俄方官兵自发起立，边拍手打着
节拍，边与中方演员合唱，将演出推向
了高潮。

记者获悉，两军参演官兵在演习期
间还开展了帐篷文化交流活动，互相
邀请对方的新闻媒体和官兵探营，展
示本国文化精粹。中方联合战役指挥
部领导介绍说，这次军事演习，既是中
俄官兵交流借鉴军事技战术的平台，
也是双方开展战地文化交流的舞台。
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欢乐与友好的气
氛中消融，中俄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
进一步巩固加深。

“东方-2018”战略演习

中俄参演部队开展战地文化交流

以色列否认向沙特

出售“铁穹”防御系统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9月13日电

（记者陈文仙、杜震）以色列国防部
13 日发表声明，否认存在向沙特阿
拉伯出售“铁穹”防御系统的协议。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天早些时
候，在海湾地区和英国设有办事处的
阿拉伯语新闻网站《海湾新闻》引用
匿名外交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斡
旋下，以色列和沙特在华盛顿签署
“铁穹”系统购买协议。沙特将把
“铁穹”部署在与也门接壤的沙特南
部边境。

马克龙承认法国在阿

曾实施过系统性虐待

据 新 华 社 巴 黎 9月 13日 电

（记者韩冰）法国总统府 13日提供的
资料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日公开
承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
间存在系统性虐待行为。

马克龙说，由于当时法国议会赋
予法国政府特别权力，后者得以建立
了一套逮捕和关押机制，导致很多人
受到虐待折磨，失踪者数以千计。他
表示，法国将开展相关工作，向公众
开放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失踪
者有关的档案资料。

美正对“世纪协议”

进行最后调整

据新华社华盛顿 9月 13日电

（记者朱东阳、刘晨） 美国 《纽约
时报》 13 日援引美总统国际谈判特
别代表贾森·格林布拉特的话报道
称，有关推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
方实现最终和平的所谓“世纪协议”
设想，目前正在进行内容上的最终
调整，协议已进入发布前的“最后
阶段”。

格林布拉特说，美国会建议巴以
做出妥协，但不会强迫双方签署和平
协议。这将由双方自行决定，但以色
列的安全需求不会成为牺牲品。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者
朱超）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4日说，贸易
战解决不了问题，只会损人害己。在平
等、诚信基础上进行对话和协商才是解
决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中方在中美经贸摩擦问题上的

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我们一直强
调，贸易战解决不了问题，只会损人害
己。”在回答记者的有关提问时，耿爽
说，中国有句话叫“伤敌一千，自损八
百”，讨论谁损失一千、谁损失八百没
有任何意义。

他表示，在近日美方就拟对 2000
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举行的听证
会上，绝大多数与会代表认为加征关税
将对美国企业造成伤害，甚至摧毁有关
行业。美国商会在提交的书面意见中
表示，加征关税将对美消费者、工人、公
司和美国经济造成显著伤害。在美贸
易代表办公室收到的 1400 多条意见

中，大多数都认为加征关税将推高美国
民众方方面面的生活成本。

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 13
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近三分之二的
在华美企认为美国首轮加征的 500 亿
美元关税已影响其在华业务，超过 70%
的在华美企认为拟议征收的 2000亿美
元关税将对其产生负面影响，美政府关
税举措将适得其反。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决策者倾听美

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强烈呼声，倾听国际
社会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一致
主张，尽快回归理性，停止单边主义和
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耿爽说。
“中方已经收到美方就经贸问题举

行新一轮磋商的邀请，对此持欢迎态
度。贸易冲突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
利益，在平等、诚信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和协商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途
径。”他说。

外交部发言人——

贸易战只会损人害己

新华社阿克拉9月13日电 （记
者石松）加纳政府 13日在首都阿克拉
国际会议中心为 8月因病去世的联合
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举行国葬。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葬礼上
说，安南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他充分
认识到联合国在世界上的重要作用，他
本人就体现了联合国价值观。

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在葬礼上
说，安南是一个自豪的非洲人，是一个

和平调解人。安南始终相信非洲人有
能力自主走上进步和繁荣之路。

国葬仪式结束后，安南的遗体被安
葬在位于阿克拉的一个公墓中。

安南出生于加纳。1996年 12月 17
日，第 51届联大任命安南为联合国第
七任秘书长。1997年 1月 1日，安南正
式就职，并于 200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结束。今年 8 月 18
日，安南在瑞士逝世，享年80岁。

加纳为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举行国葬

正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 15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构建创
新共同体”引发中国和东盟各国政商界人士和专
家学者共鸣。与会代表认为，创新合作将引领未
来发展潮流，推动中国—东盟迎来区域经济腾飞
新机遇。

高新技术领域创新合作带来丰

硕成果

今年是中国—东盟创新年，本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主题是“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中
国—东盟创新共同体”，创新合作贯穿于整个会期
经贸活动中，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科技园区创新
合作、区块链创新合作等多个论坛备受关注，先进
技术展区比往年扩大一倍。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这充分体
现中国—东盟创新成果及创新合作的发展新趋
势,为双方合作注入了新动力。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不断享受高新技术领域
创新合作带来的丰硕成果。中国发射了老挝一
号通信卫星，并联合老挝成立合资公司运营管
理，向湄公河地区提供卫星电视广播和卫星通信
服务；新一代地球静止轨道光学遥感卫星高分四
号为东盟国家提供防灾减灾服务；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可为东盟地区的陆地和附近海域提供 5米
定位精度服务。

自 2013 年以来，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
牵头组织举办了大量科技创新与技术转移活动，
对接项目上千个，促成中国与东盟国家企业签署
了一批合作协议，推动了一大批农业、新能源、生
物技术、化工等领域先进实用技术成果快速向东
盟国家转移，解决了东盟国家发展急需，甚至填
补了某些领域空白。

创新合作正向各领域深度拓展

在本届博览会上，许多中国企业将本公司最
前沿的创新产品进行展示，积极开拓东盟市场。
智能制造、无人机产业融合等相关论坛和新技术
新产品备受热捧，阿里云的“工业大脑”、京东集
团的“智能物流”引起各界广泛兴趣。

京东集团无人机产业中心总经理刘艳光表
示，京东物流正在积极构建国际业务，东盟是公
司非常重视的区域之一。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
限公司根据往届博览会上获得的需求信息，研发
了适合东盟地区的农用无人机并积极参展。公
司董事长毛越东表示，她期盼这些创新产品在东
盟国家打开市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东盟物流协会 12
日在南宁联合发布中国—东盟国际供应链合作
倡议，提出要促进供应链合作向智慧化、数字化
转型，推进标准化合作；促进物流体系向运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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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9月12日，联合国一名患有低钾血症的民事雇员出现昏迷状况后，被紧急送至我第6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救

治。经分队医护人员紧急治疗，患者恢复意识，随后被转运至马里首都巴马科进行后续治疗。 阿勒木斯摄

理数字化以及配送网络化转型。
不仅如此，中国与东盟各国正尝试

搭建大数据和信息共享平台，应对环境
保护、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共同挑战。在
本届博览会上，中国—东盟环境信息共
享平台正式启动，中国气象局东盟大气
探测合作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推动这一
领域的信息合作不断深化。

中国与东盟各国对创新

驱动充满期待

东盟多国政要表示，当前科技和创
新已成为推动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的重
要动力，希望能够不断巩固发展与中国
和东盟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助
推中国—东盟创新共同体目标的实现。

一名长期研究东盟问题的专家认
为，“中国—东盟创新年”是一大契机，

双方应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智慧城
市等新领域，开辟出更广阔务实的合作
天地，给双方民众带来更多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惠。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说，中国将与
东盟加强创新领域的战略对接，进一步
激发经贸合作新动力，建设创新发展新
高地。

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上，多
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认为，大数据正
引领新一轮科技创新，它能揭示传统技
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极大提升
政府整体数据分析能力，提供社会治理
新途径。中国和东盟各国应该携手加
强合作，缩小环境信息和数据发展差
距，促进区域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据新华社南宁9月14日电 记

者夏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