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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初

步核算，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再上新台

阶，首次突破90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增速在世

界前五大经济体中居首位。中国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持续成

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展望

未来，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

要推动者，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

动力源，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

市场。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

越开越大!”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

等场合，习主席多次发出新时代我国对

外开放再扩大的重要宣言。

面对国际贸易持续低迷的现实，中

国高举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旗，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坚定维护以世界贸

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让世界

分享中国发展成果和机遇，成为推动世

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有诺必践，言出必行，加速开放的

中国经济正展现出愈发强大的世界魅

力。过去一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

业6万多家，同比增长69.8%。在世界银

行最新《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排名较

前一年上升了32位。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成果丰硕，按一年计，累计意

向成交578.3亿美元，展示了中国市场的

巨大吸引力，标志着中国正在实现从

“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变。

在尼日利亚，中企承建的当地最大

水电站已进入施工高峰期，建成后将大

大改善尼日利亚电力紧缺的局面；在摩

洛哥，中企承建的光热电站项目在3年

多的时间里累计为当地创造了1.3万多

个就业机会，培养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

技术工人……点点滴滴的“中国印记”

串联起中国与相关国家经济合作的图

景。

据统计，2018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

接投资 1298.3亿美元，同比增长 4.2%。

中国对外投资和大量援建承建项目给

当地带来大量就业岗位和先进技术，极

大地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状况和营商

环境，有力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在美元升值、发展中国家资金

外流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投

资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重要“发动机”

和“加速器”，为世界带来巨大的红利和

机遇。

在过去一年里，与中国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超过 60

个。迄今为止，在这一倡议框架下，中

国已同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

了 170份政府间合作文件，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达80

多个。“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沿线及有关

国家互联互通合作，为更多国家合作共

赢提供良机。

在对外合作中，中国给广大发展中

国家带去了价廉物美的商品，更带去了

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留下了完备的基

础设施，更留下了良好的经济土壤和营

商环境。中国人不是赚点蝇头小利就

跑的投机者，不是利用先进的枪炮奴

役、压榨他国人民的殖民者，更不是手

握尖端技术就坐地起价的垄断者。“中

国是在帮助非洲发展，而不是掠夺资源

和殖民非洲。”南非前总统祖马等非洲

国家领导人的话，是对中非合作中肯的

评价。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

才更好。这是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

的大逻辑。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注入强大信心
■邢 戎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记者
王宾、吴嘉林）五核国正式会议 30日
在京召开。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
美国五核国与会代表就共担国际和平
与安全责任等方面达成共识。

此次会议主题为“加强五核国协
作，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
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张
军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认的核武器
国家，五核国在维护核不扩散体系和
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张军在发表会议主席总结时说，
各方达成三点重要共识：

第一，五核国一致承诺共担国际
和平与安全责任。五核国都认识到当
前国际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维持
良好大国关系对解决全球战略性问题
至关重要，同意加强核政策与核战略
交流，增进战略互信并维护共同安全，
全力防止因误解和误判引发核风险。

第二，五核国承诺共同维护《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机制。五核国强调《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基石，也是国际安全架构重要组成部
分，承诺全面完整执行条约，并促进条
约的普遍性。各方确认将循序渐进实
现无核武器世界目标，尽最大努力通过
政治外交手段解决核不扩散问题，并致
力于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

第三，五核国承诺继续利用五核
国合作平台保持对话协调，在《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审议进程中加强协调，并
通过驻日内瓦裁军大使渠道研究落实
具体工作。
“上述共识体现了五核国协调合

作应对国际安全挑战的积极态度，有
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国际安全环境的
信心。作为五核国合作机制轮值协调
国，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五核国在
战略安全领域凝聚共识、管控分歧，为
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张军说。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 1970 年

生效。五核国机制是中、法、俄、英、美
五核国在条约审议进程中形成的协调
机制，2009年以来就战略安全领域的
重要问题保持定期沟通。

五核国正式会议召开
中法俄英美达成三点重要共识

当地时间 1月 29日下午，航经亚丁
湾的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阿尔
卑斯”号货船，将 10余吨春节慰问品送
到了海军第31批护航编队的舰船上。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批慰问品丰富
多样，既有新鲜水果，又有花生、糖果、
茶叶等年货。骆马湖舰代表编队接收
物资，并使用小艇将物资分发到其他护

航舰艇。一趟趟搬运物资，一个个满头
大汗，但官兵脸上却洋溢着喜悦。昆仑
山舰战士依布拉因开心地说：“虽然这
个春节要在远海大洋上度过，但祖国和
人民时刻牵挂着我们，来自祖国的关怀
让我们感到很温暖。”
“航运强国离不开一支强大人民海

军的支撑。你们的存在让奋战在一线

的船舶和航企真切感受到了祖国的强
大，感受到安全和幸福……”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送来慰问品的同时，
还给护航官兵写了一封饱含真情的慰
问信，表达了对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官兵
的敬意。

执行任务过程中，很多护航官兵都
与商船船员结下深厚的情谊。昆仑山

舰副舰长刘栋参加过 3批护航，曾多次
执行护送中远海运公司船舶的任务。
“有一年大年初一，我们给他们公司的
商船护航，船员们在甲板上用红色油漆
写下‘祖国万岁’的巨幅标语。”刘栋回
忆说，“看到标语那一刻，我觉得肩上的
使命很光荣。这次他们又送来慰问品，
让我们在远海大洋感受到了来自祖国
的温暖。”

编队领导介绍说，这批慰问物资，
不仅可以改善护航官兵的节日生活，更
让官兵感受到浓浓的军民鱼水情。全
体护航官兵表示，将牢记祖国和人民的
重托，精武强能，高度戒备，守护好“黄
金水道”的安宁。
（本报亚丁湾1月30日电 特约记

者薛成清、通讯员王杰）

亚丁湾见证军民鱼水情
——中远海运公司春节前夕慰问海军第31批护航编队见闻

据新华社明斯克1月29日电

（记者魏忠杰、李佳）白俄罗斯国防
部 29日发布消息说，白武装力量当
天开始进行综合战备检查。

据介绍，白武装力量综合战备
检查将在该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
国防部副部长别洛科涅夫的指挥
下进行，参加综合战备检查的有白
俄罗斯作战和战术层面的军事管
理机关、机械化和坦克部队、特种
作战部队及各兵种、技术和后勤保
障单位等。按照计划，在综合检查
中还将征召 1400 名预备役人员入
伍服役。

白俄罗斯武装力量

进行综合战备检查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1月30日

电 （记者王薇、聂云鹏）亚丁消息：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29日连
夜空袭也门北部哈杰省，造成至少
21人死亡，2人受伤。

也门“马斯达尔在线”网站 30
日报道说，此次空袭主要针对胡塞
武装在哈杰省的据点。文章称，亲
也门政府的当地部落支援了此次空
袭行动。

多国联军空袭也门

造成至少21人死亡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 1月 29日电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29日在委内瑞拉
中北部阿拉瓜州举行的一次军事演习中
发表讲话，批评美国以“幼稚的方式”实
施外交政策。

马杜罗针对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约翰·博尔顿 28日在宣布制裁委内
瑞拉石油公司的记者会上的表现，作出
了上述评价。当天，多家媒体发现博尔
顿手持写有“向哥伦比亚派兵 5000 人”
字样的记事本。这让外界猜测美方可能
酝酿军事介入委内瑞拉局势。

马杜罗强调，博尔顿的行为是一场
“幼稚的心理战”。他说，委内瑞拉正在
经历一场由美国策划并下令实施的“政
变”。这场“政变”违背委内瑞拉人民选

举他为总统的决定，目的是使委内瑞拉
“被帝国主义力量占据”。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 1月 29日电

（记者王瑛、徐烨）委内瑞拉最高法院 29
日宣布，决定对委议会主席、反对党人士
瓜伊多采取限制措施。最高法院说，这
些措施包括禁止离境、禁止转让动产及
不动产，以及冻结其所有银行账户。

委总检察长萨博 29日上午宣布，因
涉嫌组织和领导 1月 22日以来委国内发
生的暴力事件，总检察院已向最高法院
申请对瓜伊多展开初步调查。这一系列
暴力事件对国家造成了伤害，也导致国
外势力趁机采取极端手段威胁委国内宪
法秩序。因此，总检察院向最高法院申
请对瓜伊多采取限制措施。

马杜罗批评美国外交政策“幼稚”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对瓜伊多采取限制措施

�五核国一致承诺共担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
�五核国承诺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机制
�五核国承诺继续利用五核国合作平台保持

对话协调，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进程中
加强协调，并通过驻日内瓦裁军大使渠道研究
落实具体工作

据新华社平壤1月30日电 （记者
程大雨）朝鲜《劳动新闻》30日刊发署名
文章，批评“先无核化、后缓和制裁”的对
朝制裁施压主张，强调有关方面应以实
际行动回应朝方已采取的善意举措，并

重申朝方在改善朝美关系及构建朝鲜半
岛永久和平体制上的坚定立场。

文章说，那些强调无核化实现之前
应持续对朝制裁施压者，无一例外都是
不希望朝美关系改善和朝鲜半岛形势

稳定的人。去年新加坡朝美首脑会晤
举行以后，朝美谈判在长达半年的时间
里仍处于空转状态，无法摆脱僵局，原
因就在于荒唐的“先无核化、后缓和制
裁”主张。

朝鲜媒体批评“先无核化、后缓和制裁”的主张
1月29日，在英国伦敦，一名反对“脱欧”的男子站在议会大厦外。英国议

会下院29日通过一份涉及“脱欧”协议的修正案，要求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与欧

盟继续谈判，用新方案取代现有“脱欧”协议中涉及“爱尔兰边界问题”的相关

内容。 新华社发

1月 29日，

在缅甸仰光，人

们在中国云南

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暨欢乐

春节图片展上

参观。

新华社发

1月28日，在古巴哈瓦那，一名男子扛着板材经过暴风雨留下的废墟。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

卡内尔28日说，首都哈瓦那27日晚间起遭受的暴风雨已致3人死亡、172人受伤。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1月 30日电 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 30 日在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应询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
核心利益，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来干
涉。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
和足够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有记者问：美国海军宣布两艘
军舰于 1 月 24 日通过台湾海峡。同
日，解放军多架战机飞越巴士海峡后
返回，三艘军舰在台湾以东海域活
动。请问有何评论？马晓光作上述
回应。

评美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国台办：坚决反对外来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