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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为数众
多、影响深远的变革举措。五年来，中国锐意推
进制度创新，改革红利愈发显现，不仅有效推进
国内经济转型、中外合作升级，还进一步推动了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为世界经济增长与发展贡献
中国方案。

五年来，中国政府以激发市场活力为导
向，致力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果断推进机构
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同时，通过建立和完善
商事制度、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试水自贸区、降
低市场准入门槛、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等一
系列事关顶层设计的重大举措，促进各项制度
安排，与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实现更高水平
的适配。

评价五年来中国改革成就时，希腊国际关系
研究所所长帕帕索蒂里乌指出，中国决策层明白
目前的问题所在，知道中国应该做什么，并走在
正确的道路上。

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托马斯·
海贝勒与哥廷根大学学者阿尔敏·米勒联合发布
的《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报告指出，面对经济快速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挑战，中国政府的各
项改革举措体现出积极性和前瞻性。

在制度变革加速推进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变
中谋稳，稳中求进，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
要动力源。五年来，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
提高至约 15%，人均 GDP超过 8000美元，中国经
济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30%。

制度变革提升中国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大
大增添了中国市场的魅力。截至 2018 年 9 月
底，各自贸试验区累计新设企业约 56万家，外资
企业 3.2万家，吸收了 12%的外资，创造了 12%的
进出口。

某种程度上，外商选择与中国市场结缘，就
是选择与中国经济共舞，就是看好中国的变革决
心。正如埃及前总理谢拉夫所言，中国发展奇迹
的原因在于，选择了一条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
发展道路。他认为，中国在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成
功经验值得埃及学习和借鉴。

自达达人。五年来，中国制度创新的红利不
断产生“外溢效应”。中国方案开始为更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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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 18日表示，中方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美国国防部 17日发布《导弹
防御评估报告》无端鼓噪中国威胁，奉
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以实际行动维护
国际和平与稳定。

华春莹说，该报告无视和平与发展
时代主题，充斥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等
过时观念，渲染地缘政治对抗和大国竞

争，无端鼓噪中国威胁。美方举动毫无
建设性，将损害地区和平与安全，影响
国际核裁军进程，引发军备竞赛，破坏
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华

春莹说。她表示，中方一贯倡导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通过政治
外交手段解决导弹扩散问题，反对以牺牲
他国安全利益换取自身安全的做法。

华春莹说，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
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在战略
力量发展方面始终采取极为克制的态
度，“无意也不会对包括美方在内的任
何国家构成威胁”。
“我们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从

维护全球和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
发，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以实际行动维
护国际和平与稳定。”华春莹说。

外交部：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无端鼓噪中国威胁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军已从

叙利亚撤出第一批军用装备。美前防

长马蒂斯离职前已签署美国从叙利亚

撤军的执行令。

虽说撤军进程已经启动，但是这

些撤离的装备和人员似乎并不打算直

接回国，而是从叙东北部城镇鲁迈兰

撤到了伊拉克境内。这种踩着“小碎

步”后退的撤军方式，在俄罗斯外交部

发言人扎哈罗娃看来，就是美国“正在

寻找留下的理由”。

去年年末，特朗普甫一宣布将从

叙利亚撤军，土耳其的部队就开进了

叙利亚东北部。为了防止叙利亚库尔

德武装坐大，导致同属于库尔德人的

土国内民族分离势力增强，土耳其总

统和防长都曾表态，要“埋葬”叙利亚

库尔德武装。而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

列也不让美国“省心”，美国开始撤军

的消息传出后，以色列战机于本月11

日对叙首都大马士革周边地区发动导

弹袭击，轰炸了位于大马士革国际机

场的一座仓库等地点。

至于伊朗，则是美国走不了或不

想走的真正心结所在。近期，伊朗先

后宣布，将同俄罗斯海军在里海举行

联合演习，并拟于3月派遣军舰前往大

西洋海域巡航。这一方面宣示了伊朗

对美国绝不屈服的决心意志，另一方

面也从侧面表明，美国对伊朗的打压，

并没有取得特朗普期待的效果，美国

对伊朗的“极限施压”还将持续。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

顿近期在谈及美军从叙利亚撤离安排

时表示，撤军需满足特定条件，包括清

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残余势力

以及确保美军在叙利亚的库尔德盟友

得到保护。而目前来看，一方面库尔

德武装处境不妙，另一方面，“伊斯兰

国”虽然在军事上溃败了，但其组织仍

然存在，仍时不时有小股势力或散兵

游勇进行活动。为撤军设条件，实际

上就为日后反悔留了“后门”。

事实上，特朗普从叙利亚撤军的

决定，在美国国内面临重重阻力。从

宣布决定之后国防部长等官员的离

职，到随后特朗普自己表态的反复，再

到如今的“小碎步”式撤军，都反映出

其国内就这一问题的激烈斗争。

不仅从叙利亚撤军“欲撤还休”，放

眼美国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也

看不出收缩或减少的迹象。驻叙美军

撤往叙利亚的邻国伊拉克，不仅保持着

随时机动至叙利亚的可能，还可发挥对

伊朗的威慑作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一边忙着兜售有着“阿拉伯版北约”之

称的“中东战略联盟”，一边强调“美国

从叙利亚撤军不意味着离开中东”。

不过，虽然让美军留下来的理由

很多，但让美军从泥潭中脱身的理由，

对于特朗普来说也许更充分，那就是

战略重点的转移。此前美国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便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美国

的战略重心已经转向了大国竞争。因

此，美从叙撤军应该是迟早的事，只是

目前顾虑重重，也就只能“小碎步”地

走了。

撤军进程启动，美国真的要走？
■李莞梅

据新华社巴黎1月17日电 （记者
韩冰）法国总统马克龙 17日在位于法国
西南城市图卢兹的一军事基地发表讲话
说，法国军队今年将继续留在叙利亚和
伊拉克反恐。

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法国不应因
为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军而动摇自己铲
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略目标，法
国将坚持努力直至把“伊斯兰国”从每一
寸土地上清除，并阻止该组织死灰复燃。

马克龙强调，任何匆忙从叙利亚和
伊拉克撤军的行为都“可能犯下错误”。

法总统说法国军队今年
将继续留在叙伊反恐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1月18日

电 （记者吴刚）俄罗斯国防部 18日发
布公告说，当天苏-34战机相撞事故中
的两名飞行员已获救，他们的身体状况
良好，另两名飞行员仍在紧张搜救中。

公告说，事发海域海况较为复杂，且
有 4级风浪，增加了救援难度。距离事
发海域较近的两艘渔船已到达事发海域
附近参与搜救工作，俄太平洋舰队已派
出6艘舰船驶往事发海域。

俄国防部早前确认，两架苏-34战机

当天在执行例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在距离
海岸35公里的日本海上空相撞。据估计，
两架战机在俄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边
疆区和萨哈林州之间的鞑靼海峡坠毁。
战机相撞时没有携带弹药，两架战机上各
有两名飞行员，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

苏-34 是俄军现役装备的先进战
机，具有高机动性、全天候、超音速等性
能，主要执行对地战术轰炸及攻击任
务。该型机外挂点多达 12个，有能力发
射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等武器。

两架俄苏-34战机在日本海上空相撞
两名飞行员获救，另两人仍在搜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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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月17日在黎巴嫩贝卡谷地拍摄的一处叙利亚难民营。黎巴嫩从13日开始出现新一轮极端雨雪天气，风暴“米

里娅姆”携强风登陆黎巴嫩，给黎巴嫩沿海地区带来强降雨，给山区带来大雪。黎巴嫩境内有近95万叙利亚难民，散居在黎

境内数千个临时营地内，一些临时营地遭遇水淹或大雪。 新华社发

本报舟山1月18日电 江山、记
者刘亚迅报道：今天上午，圆满完成“和
谐使命-2018”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医
院船顺利抵达舟山某军港。任务期间，
医院船完成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
图、斐济、汤加、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
国家的友好访问和医疗服务任务，并精
彩亮相于智利海军成立 200 周年纪念
活动。东部战区海军领导和医院船官
兵家属代表在码头迎接。

这次任务历时205天，总航程31800
海里，实现了中国海军舰艇对委内瑞
拉、多米尼克、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
加4国的首访。创造了“和谐使命”任务
抽组人员最少、航行时间最长、到访国
最多的纪录。2018年 12月 29日，海军
给和平方舟医院船记集体一等功。

执行任务期间，医院船全体官兵牢
记使命、不负重托，努力当好中国理念
的宣传者、中国形象的代言者、中国文

化的传播者、中国军队的展示者，累计
诊疗 50884人次，辅助检查 26231人次，
实施手术 288例，与外方举行联合应急
医学救援演练、学术交流、文化联谊 20
余场次，并派出多支分队赴到访国医
院、社区、军营等场所开展诊疗服务。
“和谐使命-2018”任务期间，医院船指
挥员拜会、接待了 14位国家元首或政
府首脑，医院船举办了 10场甲板招待
会，接待5400余人次登船参观。

这次出访，和平方舟医院船在大洋
洲和中南美洲留下了和平合作、命运与
共的温暖航迹，有力服务了国家外交大
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
力量，书写了中国海军对外交往新篇章，
被誉为新时代闪亮的“中国名片”。

上图：1月18日上午，和平方舟医

院船驶抵舟山某军港。 吴炜权摄

左图：远航归来的和平方舟医院船

军官抱起久别的女儿。 史奎吉摄

执行“和谐使命-2018”任务历时205天、总航程31800海里、累计诊疗50884人次、
实施手术288例，在大洋洲和中南美洲留下和平合作、命运与共的温暖航迹—

和平方舟医院船完成任务回国
海军给和平方舟医院船记集体一等功

接纳，助益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区域经贸
合作、多边开发合作等多个领域。

从成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到推动
第三方市场合作；从持续扩大“一带一
路”伙伴网络，到推动亚非等地区“互联
互通”；从扩大本币互换，到推进亚太自
贸区建设、降低外资准入门槛……这些
举措有效提升了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效
率，帮助相关国家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
为国际经贸活动搭建了更大合作平台；
同时，有效提升了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
注重做大并分好“蛋糕”，为各国民众带
来实惠。

上个月，亚投行理事会批准新一批
6个意向成员加入，使成员总数扩大到
93个，几乎涵盖各大洲。亚投行收获的
高人气，正是中国方案顺乎人心、合乎大
势的缩影。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改
革不见休止符，但闻进行曲。新年伊始，
更多改革新政和中国方案，正以更大力
度、更广范围、更深层次，重塑中国经济
和中外关系。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记者曹

筱凡、傅云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