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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
侯晓晨）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0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说，中方高度评价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在中朝迎来建交 70周年
之际、新年伊始对中国进行访问，中方
愿同朝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
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在新

的时期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陆慷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同金正恩委员长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会
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就中朝关系和
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
了重要共识。双方还通报了各自国内
的形势。

他说，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
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
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
移的方针。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朝关
系在 2018年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双
方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中朝友谊的强大
生命力，彰显了中朝共同致力于推动半

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的坚定意志。
“中方愿同朝方保持高层交往、加

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朝
关系在新的时期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持
续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
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陆慷说。

中方高度评价金正恩在中朝建交70周年之际访华

新华社平壤1月10日电 （记者
程大雨、江亚平）朝中社 10日在报道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华消息时，对此
次访问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朝中友
好团结史上又一大事，在维护朝鲜半岛

和平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朝中社当天对金正恩访华过程进

行了详细报道，并在报道最后表示，在
朝中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巨大关心
下，新年伊始朝鲜最高领导人同志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访问，是朝中
两党两国间友好团结史上值得大书特
书的又一大事，是在进一步强化朝中
最高领导层的战略沟通和维护朝鲜半
岛和平稳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

契机。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
委员长金正恩 1月 7日至 10日对中国
进行访问。

朝中社报道

金正恩访华是朝中友好团结史上又一大事

新华社首尔1月10日电 （记者
耿学鹏、田明）韩国总统文在寅 10日在
总统府青瓦台表示，中国在朝鲜半岛无
核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文在寅当天在青瓦台举行的新年
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在帮助半岛南北关
系改善、半岛无核化及和平稳定方面持
续发挥着积极作用。他还表示，期待朝
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在近期举行，同时
期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朝美领
导人会晤后访问首尔。

文在寅呼吁朝美双方在无核化对
话中采取相对应的措施。朝方需要进
一步做出无核化实际举措，同时也必须
考虑相对应的对朝措施以推动无核化
进程。他认为，缺乏互信是朝美无核化
对话目前面临的关键难题。

就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提出有意
在无任何前提条件或代价下重启开城
工业园区和金刚山旅游等韩朝合作项

目，文在寅表示欢迎，认为半岛南北合
作项目将有利于韩朝双方。他同时表
示，韩方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合作，推动解决国际社会对朝制裁等相
关问题。

文在寅还阐述了政府新一年的经
济施政。他说，政府仍将坚持以增加国
民收入为主导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坚持
创新增长和公正经济等既定方针。

朝鲜半岛局势在 2018年发生重要
的积极变化，朝韩领导人先后三次举行
会晤，半岛南北关系实现缓和，相关势
头在今年年初呈现延续趋势。金正恩
1日在新年贺词中强调实现半岛完全
无核化的坚定意志，并表示随时准备和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会谈。特朗普近
日表示，美朝正在就双方领导人第二次
会晤地点进行协商。

文在寅称中国在半岛无核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无论“印太战略”还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政
府的根本动机都是联合同盟力量，共同塑造一个有利于
美国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

★“印太战略”未来的发展存在很大变数，能否顺利
实施将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特朗普政府能否找到一个
“经济支柱”；二是美国盟友或伙伴是否会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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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10日电 叶雨恬、记
者邹维荣报道：记者 10日从国家航天局
获悉，嫦娥四号月球背面软着陆以来，由
多个国家和组织参与的科学探测任务陆
续展开。着陆器上由德国研制的月表中
子及辐射剂量探测仪和巡视器上由瑞典
研制的中性原子探测仪开机测试，获取
的探测数据将通过“鹊桥”中继星陆续传
回地面，中外科学家计划共同开展相关
研究工作。

嫦娥四号任务的顺利实施凝聚着诸
多参与国的贡献。除探测器上的德国和
瑞典载荷外，中继星上配置了荷兰低频
射电探测仪；俄罗斯合作的同位素热源
将保障嫦娥四号安全度过月夜；我国在

南美建设的阿根廷深空站参加测控任
务，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空间局测控
站也将发挥支持保障作用。此外，哈工
大环月微卫星“龙江二号”上的沙特微型
成像相机已于 2018年 6月成功传回了地
月合影。

自 201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与中国国家航天局就月球与深
空探测合作进行了讨论。嫦娥四号任务
发射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月球勘探
轨道器-LRO团队与嫦娥四号工程团队
科学家进行了密切沟通，商讨利用美方
在月球轨道运行的 LRO卫星观测嫦娥
四号着陆，开展科学研究。据悉，美方向

中方提供了LRO卫星的轨道数据，中方
团队向 LRO团队提供了着陆时间和落
点位置，期待将有更多科学发现和成果。

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
愿与各国航天机构、空间科学研究机构
及空间探索爱好者携手，共同探索宇宙
的奥秘。

嫦娥四号国际合作载荷开机测试

中国与多国携手探秘宇宙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于
佳欣）记者 10 日从商务部获悉，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旬，中俄贸易额已突破
1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0日在商
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2018 年可以说是中俄经贸合作名副其
实的“成果年”。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
领和亲自推动下，中俄双边经贸合作在
规模和质量上都实现了新突破。

据中方初步统计，截至 2018年 12月
中旬，中俄贸易额已突破 1000 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目前，中俄贸易增速在中
国主要贸易伙伴中位列第一，中国继续
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

俄罗斯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
中俄贸易除实现量的突破，双边

贸易结构也持续优化。商务部数据显
示，2018年前 11个月，中俄机电和高新
技术产品贸易同比分别增长 15%和
29%，农产品贸易增长了 31%，双方还
积极打造电子商务、服务贸易等新的
贸易增长点。

据高峰介绍，双方在战略性大项目
的合作成效显著，特别是在能源领域、
核领域、航天领域、跨境基础设施领域，
包括北极开发、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
都有很好的合作。

地方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通过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俄罗斯东

方经济论坛等展会平台，两国地方和
企业深化合作。制度对接持续推进，
双方正式签署《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
经贸合作协议》，顺利完成欧亚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联合可研，并在世贸组织、
金砖国家、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
框架内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支持和维
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开放型的
世界经济。

2019 年是中俄建交 70周年。高峰
表示，中俄双边关系发展将迎来新的历
史机遇，中方愿与俄方一道，努力推动
双边经贸关系向更大规模、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迈进，为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突破 1000亿美元

中俄贸易额创历史新高
★目前，中俄贸易增

速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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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服务贸易等新的
贸易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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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科学考察队昆

仑队1月9日在昆

仑站完成南极太阳

多色望远镜安装。

这是昆仑站首台白

昼天文观测设备，

可在极昼期间对太

阳进行连续观测，

同时开展空间碎片

观测。图为科考队

员安装南极太阳多

色望远镜。

新华社发

特朗普上台后，一个以“印太”概念
为标签的美国战略正逐步形成。从
2017 年特朗普提出“印太”构想，到
2018年逐步将其转向政策实践，美国
“印太战略”的基本框架越来越清晰，并
不断加强同这一战略重要支点国家的
军事、经济合作。新的一年，“印太战
略”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与“亚太再平衡战

略”一脉相承，折射出美

战略重心东移

长期从事南亚问题研究的复旦大
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民旺说，
早在奥巴马政府出台“亚太再平衡战
略”时，“印太”概念便进入美国官方视
野。特朗普执政期间，“印太战略”经
历了一个从愿景构想到概念明晰的演
进过程。从 2017 年美国前国务卿蒂
勒森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到特朗
普本人亚洲之行的演讲，再到美国发
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
报告》，都沿用了“印太”的表述。2018
年 4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
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黄之瀚正式提出
“印太战略”概念，并将之上升为美国
的官方用语。林民旺指出，“印太战
略”突出了印度和印度洋的重要性，具
有很强的地缘政治色彩。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副研究员陈积敏认为，特朗普政府提
出的“印太战略”是奥巴马政府“亚太
再平衡战略”的翻版，但是从地缘上
看，前者的区域范围有所扩大，可以
说是后者的扩大版。无论“印太战
略”还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政
府的根本动机都是联合同盟力量，共
同塑造一个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符
合美国意志与利益的所谓“自由开放
的印太秩序”。
“‘印太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

略’一脉相承，都反映出美国战略重心
东移的动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美国研究所学者孙成昊指出，由于
实力相对下降，美国早在小布什执政
时期便开始进行战略转向，但“9·11”
事件发生后，美国深陷两场反恐战争，
这一进程被迫搁置。如今出台“印太
战略”，美国是想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
略资源的重新配置。

拉盟友参与，企图

为其“分忧解难”

过去这一年，美国采取多种措施
不断填充“印太战略”。从去年 5月美
军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度洋-太平
洋司令部，到 6月美国防部长马蒂斯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全面阐述“印太
战略”内容，美国推进该战略的步伐越
来越快，与相关国家的合作涵盖政治、
安全、经贸等领域。

林民旺表示，在“印太战略”的旗
号下，美国加大了同相关国家在军事
安全领域的合作。美国与印度的防务
合作层次进一步提升，不仅举行了首
次外交与国防“2+2”对话，还签署了
“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美国还将
与澳大利亚合作参与巴布亚新几内亚
马努斯岛上的隆布鲁海军基地建设项
目。此外，美国与越南等国的安全合
作也在不断加强。
“除安全领域外，经济领域也逐渐

成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点。”孙
成昊指出，去年 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
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时，承
诺将向印太地区国家提供最多 600亿
美元的基础设施援助，与日本、澳大利
亚合作支持地区私营开发项目。

陈积敏认为，美国在推进“印太战
略”过程中，不断扩大同盟网络，企图
拉拢更多国家为其“分忧解难”。美国
一直积极推进美日印澳间的防务合
作，并将其视为推进“印太战略”的关
键所在。此外，美国还在拉拢东盟、英
国、法国等协同推进“印太战略”。

内外动力不足，未

来发展面临重重掣肘

过去一年，“印太战略”在美国的
推动下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该战略涉

及的盟友都打着“小算盘”，追求着各
自的利益。未来，他们之间的合作会
由“小步快跑”变成“大步前进”，还是
会停滞不前，尚有待观察。

孙成昊表示，“印太战略”未来的
发展存在很大变数，能否顺利实施将
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特朗普政府能
否找到一个“经济支柱”；二是美国盟
友或伙伴是否会全力支持。具体来
看，特朗普在经贸领域从多边转向双
边，单方面追求“公平与互惠”，与所谓
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原则是相悖
的。美国退出 TPP，更令“印太战略”
缺乏紧密而牢固的经济联系。再者，
印度作为该战略的重要一员，与美国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加强
同美国合作的同时，更注重保持自身
的“战略自主”。日本和澳大利亚同中
国的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也都不会毫
无顾忌地拥抱“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面临很大不确定

性，未来推进将会面临重重掣肘。”陈
积敏认为，一方面，美国“印太战略”
在美国国内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
特朗普上台后，其政策重心转向国
内，奉行美国利益至上的执政原则。
可以预见，当美国“印太战略”的政策
议程与“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相悖
时，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让前者服从
于后者。另一方面，美国“印太战略”
的推进缺少足够的外部助力。区域
内个别国家既希望美国介入地区事
务，又想保持并发展好与中国的关
系，以便享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红
利。“但随着美国全球战略资源的调
整，未来美国对这一战略加大投入的
可能性很大。”陈积敏补充说。
“美国与盟友之间存在的互信不

足、经济摩擦、战略分歧，都会影响‘印
太战略’的实施进程。”林民旺认为，未
来无论“印太战略”如何发展，都不会
影响中国的战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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