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

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

时代主题。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中国不仅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不可或

缺的中坚力量，更是全球治理与国际安全

领域新思维和新政策的重要倡导者。中

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有力维护了

地区安全与稳定，有力促进了世界和平与

发展，有力展示了中国的外交立场、国家

形象和军队实力。特别是，具有鲜明中国

特色的和平理念与方案在世界上的影响

越来越大，为改革转型中的联合国维和行

动注入了新的动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了新贡献。

顺应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中国理

念”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世界各

国紧密依存，各国安全相互影响、不可分

割。习主席强调：“和平是人类共同愿望

和崇高目标。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和平而

生，为和平而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

全的重要途径。”中国顺应和平与发展的

时代主题，主张推动国际政治和经济秩

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促进世

界各国共同和平、共同发展。中国认为，

维护持久和平和共同安全的根本之道是

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

全球治理体系，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新安全观。这些理念受到越来越

多国家的欢迎和支持。

奉行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的维和准

则，“中国立场”推动维和事业持续发

展。中国始终强调，联合国维和行动应

当严格遵守中立、同意和自卫的“哈马舍

尔德维和三原则”，尊重当事国国家主

权，不干涉当事国内政。中国主张把预

防冲突、维护和平、建设和平、可持续和

平这四个阶段相互关联衔接起来。中国

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立场，延续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对外政策理念主旨脉络，

秉承了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基调，形成

了对个别西方国家霸权主义政策和双重

标准的有效抵制，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

权利和利益。

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中

国贡献”有力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自中

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在理念、

经费、人员、制度、行动等方面都发挥了

重要作用。从经费来看，中国最初对维

和费用的摊款比例不足1%，2009年超

过3%，而2016年度共缴纳了联合国维

和摊款 8.44亿美元，占摊款总额的

10.2%,在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中位居第

二。从力量贡献来看，中国派出参与维

和行动的军人数量是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中最多的。从1990年开始，中

国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 3.7万余人

次，先后有13名中国军人献出了宝贵生

命。此外，中国还与联合国建立了总额

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

基金，为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

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

速反应部队建设。中国参加联合国维

和行动，增强了世界爱好和平阵营的力

量，促进了地区冲突的缓和与解决，加

强了国家间的互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

国的大国担当。

参与维和行动力量编成实现历史

性跨越，“中国力量”成为联合国维和行

动的中流砥柱。28年来，中国军队实现

了派遣维和人员从无到有、兵力规模从

小到大、部队类型从单一到多样的历史

性跨越。从1990年首次派出军事观察

员至今，我军已参加了24项维和行动。

2013年，我军首次派出维和安全部队；

2014年，我军首次成建制派出维和步兵

营；2017年，我军首次派出维和直升机

分队。2017年9月22日，我军组建的包

括10类专业力量28支分队、8000人规

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在联合国完成注

册。我军维和官兵在危险中逆行、在炮

火中坚守，充分展现了威武之师、文明

之师的形象，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强大推动力和亮丽风景线，成为世界和

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院长）

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坚力量
■王京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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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投资和国际贸易促进局国际贸易
总负责人亚历杭德罗·瓦格纳近日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阿根廷政府和企业界对即将
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抱有
很高的期望，这项中国发起的倡议是“里程碑”
式的，将作为一扇“窗口”帮助阿根廷出口更多
商品。

阿根廷投资和国际贸易促进局是阿根廷
参加中国进博会的官方组展机构，作为该局国
际贸易的总负责人，瓦格纳承担了阿根廷众多
机构和企业赴华参加进博会的组织工作。

瓦格纳说，作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
市场对国际上的许多企业来说非常重要，许多
品牌也在积极布局进入中国市场，进博会的举
办对这些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机遇。本次进
博会无论从规格还是参展国家和企业的数量
看，都是一场可以让多方受益的盛会。

据瓦格纳介绍，阿根廷投资和国际贸易促
进局全年将带领数百家企业以不同形式参与
到中国进博会中。

据介绍，阿根廷将在进博会上设立国家
馆，届时，阿根廷高级别官员也会出席进博会
并与中方举行双边会谈。

瓦格纳说，阿根廷国家馆会成为展示国家
文化的窗口。阿根廷国粹探戈舞将登陆进博
会以拉近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在阿根廷国家馆
也将能品尝到不同种类的阿根廷优质红酒。
除此以外，阿根廷不同省份也都将推介自己的
本土文化和特色商品。

阿根廷企业界对参加中国进博会显示出
了浓厚的兴趣。瓦格纳表示，阿根廷对中国的
农产品出口潜力巨大，红酒、蜂蜜、大米、鹰嘴
豆、橄榄油等阿根廷优质农产品将亮相进博
会，阿根廷肉类协会也将率多个肉企参会。

在瓦格纳看来，牛肉、鸡肉、鱼肉和葡萄酒
是阿根廷的“四大明星产品”，在中国已经有了
一定的知名度。阿根廷希望借助这些“明星产
品”提高其他产品在中国的认可度。

瓦格纳说：“进博会能让更多的阿根廷商
品被中国消费者熟知，阿根廷企业家的参与热
情非常高。中国人对高品质农产品旺盛的需
求是不争的事实，阿根廷可以满足中国市场的
需求，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搭建一座桥梁。”

瓦格纳表示，中国进博会不仅对阿根廷，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扇“窗口”，一百多个
国家齐聚一堂，参与热情空前高涨，这无疑是
国际贸易的最好时刻。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11月 5日至 10
日在上海举行，已有来自 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2800多家企业确认参展。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0月9日电 记

者倪瑞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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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记者
侯晓晨）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0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从三方面对美国所谓“重建中
国”论调进行驳斥，敦促美方端正心态、
尊重事实，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有记者问：最近美国领导人多次声
称，过去 20多年，美国对华贸易产生了
巨额逆差，送给了中国大量财富，相当
于美国“重建”了中国。中方有何评论？

陆慷说，美国领导人的说法把中国
的发展成就归功到美国身上，不仅完全
不符合事实，逻辑上也根本站不住脚。

第一，任何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
都是靠自己。中国迄今取得的巨大发
展成就，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
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靠的是
坚定不移推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靠的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当然，中国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
是敞开大门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合
作。作为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
发展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
恐怕也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实力来
“重建”中国？！

第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多重客
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方在今年 9
月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
方立场》白皮书中，已对此作了全面的
阐述，概括地说，美对华贸易逆差是由
中美两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格局决
定的。对此美国的经济学家早有公
论。中国的对外贸易一贯遵循市场规
律，做的是公平买卖。美国从中国买的
多、向中国卖的少，特别是在向中国出
口高附加值产品方面自我设限，自然会
出现逆差。美方就此指责中方，既不公

平、也不合理。
第三，中美双边贸易绝非所谓美国

送给中国财富的“单行道”。长期以来，
美国从中美经贸合作中获得广泛、巨大
的经济利益。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
会等机构估算，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
个美国家庭节省 850美元成本。根据中
国商务部的统计，2016年美国企业实现
在华销售收入约 6068亿美元，利润超过
390亿美元。德意志银行今年 6月发布
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实际上在中美双
边贸易过程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
业净利益。这些数据和分析都说明，中
美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吃
亏做买卖的事没人愿意干，更别说长达
20多年。

陆慷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端正心
态、尊重事实，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正确看待中国、中美经贸关系，多做有
利于中美两国工商界和消费者的事。

外交部发言人三方面驳斥美国“重建中国”论调

据 新 华 社 华 盛 顿 10月 9日 电

（记者朱东阳、刘晨）美国前国务卿康多
莉扎·赖斯 9日表示，美国与中国应致
力于消除彼此竞争中的有害因素，实现
双方竞争良性化。

赖斯当天在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
员会就美中关系举办的对话活动时作
出上述表示。赖斯说，美中两国间确实
存在竞争，但这种竞争关系并不意味着
要具有冲突性，双方需要消除竞争中的
有害因素，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展开合
作，在必须竞争的领域展开竞争，但双
方行为方式应让世界更加安全和繁荣。

赖斯说，美国政府不应视关税为唯
一手段，放宽政策、鼓励中资企业赴美

投资等都是很好的办法，这也符合中国
企业对全球投资的兴趣，这些措施能避
免双方在关税问题上陷入“以牙还牙”
的局面。

赖斯指出，自由和公开的国际贸易
会使国际经济更好，加征关税不符合任
何一方利益。美中可以实现共赢，但需
要对等互惠。赖斯对中国推动成立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表示赞
许。她说，“亚投行领导层努力保证透
明度并采用国际标准，同时向世界银行
等机构寻求很多建议。世界需要基础
设施，只要保证行事透明，这可以成为
合作的领域，希望美国能重新考虑加入
亚投行。”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表示

美中应致力于实现良性竞争

据新华社平壤10月10日电 （记
者程大雨、江亚平）9日下午，朝鲜首都
平壤柳京郑周永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气
氛热烈，掌声不断。这里正在举行一场
由来访的中国女篮球员与朝鲜女篮球
员参加的友谊赛，最终两支由中朝球员
混编而成的球队，为上万朝鲜观众献上
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比赛双方分别为友谊队与团结
队，每队 12 名球员中，中国球员与朝
鲜球员各占 6名。友谊队和团结队分
别由中方和朝方教练组执教，比赛裁
判由三名朝鲜裁判担任。最终，团结

队以 107∶106险胜友谊队。
比赛过程中，现场朝鲜观众聚精会

神观看比赛，不时为两支球队的精彩进
球欢呼。比赛休息间隙，现场各处的朝
鲜青年齐声交替为两队加油呐喊，气氛
热烈。中场休息阶段，球场中央还进行
了精彩纷呈的杂技表演。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
光浩、李洙墉、崔辉和外务相李勇浩等朝
方官员与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以及上万
名朝鲜群众一同观看了比赛。中国篮球
协会主席姚明也观看了本次比赛，并在
比赛结束后与两国运动员合影留念。

中朝在平壤举行女篮混编友谊赛

本报圣乔治10月9日电 江山、史

奎吉报道：执行“和谐使命-2018”任务
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 9日圆满结
束对格林纳达的友好访问，前往下一站
多米尼克。

和平方舟 2日抵达圣乔治，开始对
格林纳达为期 8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人

道主义医疗服务。访格期间，和平方舟
采取提前筛选患者、双方联合安检、候诊
区域前移等措施，实时调控分诊、候诊患
者，使主平台医疗服务高效有序。同时，
和平方舟还先后派出 11支医疗分队，前
出当地医院、社区、青年体育中心和国家
监狱开展诊疗。

此站，和平方舟累计完成诊疗 7275
人次，CT、DR等辅助检查 2764人次，体
检 49 人，收治住院 17 人，实施手术 15
例。和平方舟医护专家还与格方 40名
护理人员开展护理技术展示交流，现场
操作演示“骨髓腔穿刺”“新生儿抚触”等
技能，受到一致好评。

和平方舟圆满结束访问格林纳达

据新华社南京10月10日电 （记
者张展鹏）中国政府为柬埔寨举办的人
道主义扫雷培训班结业仪式在陆军工程
大学（南京）举行。

来自柬埔寨王家军、地雷行动和
受害者救助机构的 40名学员参加了培
训。培训按照《国际地雷行动标准》

《联合国维和扫雷标准作业程序》，精
心设计培训课程，严密组织培训教学，
并组织实施了扫雷作业综合演练。参
训学员学习了地雷和爆炸物处理专业
知识，掌握了扫雷装备器材操作使用，
熟悉了扫雷作业标准、程序和组织指
挥方法。结业仪式上，中国政府代表

还向柬埔寨捐赠了一批扫雷器材和扫
雷防护装具。

柬方代表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提供的
扫雷援助表示感谢，并赞扬此次培训班
有助于加强其国内扫雷行动能力建设，
体现出中国政府对国际人道主义事业的
支持。

中国援助柬埔寨扫雷培训班在南京结业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10

月10日电 （记者吴刚）俄联邦委
员会（议会上院）国防和安全委员会
副主席孔德拉季耶夫9日说，俄在利
比亚没有也不计划进行军事部署。

针对英国媒体日前披露俄罗斯
向利比亚派遣军人的报道，今日俄
罗斯通讯社 10 日援引孔德拉季耶
夫的话说，俄方未曾向利比亚派遣
军人也无此计划，俄罗斯也未收到
利比亚官方有关邀请，英国媒体的
报道纯属无稽之谈。

英国《太阳报》日前报道，俄罗
斯向利比亚派遣了数十名军事情报
人员并试图把利比亚变成“新叙利
亚”，以期向西方施压。

俄否认在利比亚有军事部署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0月9日电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9日颁布
法令，赦免境内外逃避兵役人员。

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大赦令
对本月 9日前违反军事刑法中有关
逃避兵役条款的人员免除刑罚，法
令自发布当日起生效。根据法令，
叙境内和境外在逃人员分别有 4个
月和 6个月的宽限期，在规定期限
内自首者方可被赦免。

据统计，叙利亚危机期间有数
万名适龄青年逃避兵役，其中离开
叙利亚成为难民者数量众多。

叙利亚总统大赦逃兵役人员

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联黎部队）10月8日举办的军事

障碍挑战赛上，中国第17批赴黎巴

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参赛队取得第

4名的好成绩，在国际舞台上展现

出中国军人的过硬本领。

这次军事障碍挑战赛以团队赛

形式进行，共有来自中国、意大利、

法国、西班牙等 16个国家的38支

队伍参加角逐。参赛选手首先面对

翻转轮胎、投掷重物障碍赛，随后经

历越水坑、翻高墙、搬沙袋、攀悬绳、

运伤员，以及牵引横渡、合力推车等

赛事项目。比赛过程中，主办方临

时改变部分比赛规则和条件、新增

一些课目。中国维和官兵从容面

对，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默契的

团队协作，以26分59秒通过全部障

碍，夺得第4名，受到联黎部队官员

称赞。

图为我维和官兵参加运伤员项

目的比拼。

蒙卓霖、李明桂摄影报道

中国官兵在联黎部队军事障碍挑战赛中获佳绩

聚焦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新华社华盛顿10月9日电 美
国总统特朗普9日说，美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黑莉将于今年年底离职。

特朗普说，黑莉大约在 6个月
前就向他提出希望任职美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 2年后离任，她将于今年
年底离职。特朗普还说可能在未来
两三周内宣布接任人选。黑莉表
示，提出离职并非出于个人原因，她
相信岗位轮换的重要性。她还未确
定接下来的工作计划，但不会参加
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届时她将支
持特朗普竞选连任。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黑 莉 将 于 年 底 离 职

据新华社巴黎10月9日电 （记
者张曼、应强）总部位于法国里昂的国
际刑警组织 9日发表公告说，该组织近
期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发起打击非法武
器行动，共逮捕 115 人，缴获了部分武
器、毒品和现金。

公告说，从 9月 18日至 26日，国

际刑警组织领导下的“Trigger IV”
行动在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和摩洛
哥四国进行，对非法交易窝点进行了
2万余次突袭检查，因枪支犯罪逮捕
17人，缴获武器 57件、总额达 130万
欧元的现金及价值 20万欧元的海洛因
等毒品。

国际刑警组织展开行动打击非法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