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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海外接连传来看好中国经济的声
音：“股神”巴菲特公开表示，未来会加大在
中国投资；德国媒体报道，大众、宝马、戴姆
勒等三大德国车企一致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国际商业地产服务和投资机构世邦魏理仕
发布报告说，中国内地今年首次成为亚太区
跨境地产投资首选目的地……在这些声音
中，世界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信心清晰可
见。

世界的信心来自中国经济企稳向好的
定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压力挑战下实
现平稳开局，第一季度经济增速高于预期，
多项经济指标持续回暖。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1383亿美元，稳
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年新设外资企业超过
6万家，增长 69.8%。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发布的最新报告中，中国成为唯一被上调今
年增长预期的主要经济体。彭博社感慨：中
国经济表现越来越好，“看好中国的人士迎
来了春天”。

世界的信心来自中国经济蓬勃不息的活
力。在国际社会眼里，中国经济本就具备独
特的底气：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充满“令人难
以想象”的商机。用巴菲特的话说，中国是个
大市场，“我们喜欢大市场”。近年来，随着中
国经济不断优化结构，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
日益增强，中国经济的底气变得更足。俄罗
斯《独立报》指出，中国倚重内需完全符合本
国的长期发展战略，靠内需拉动经济的方式
值得借鉴。美国和德国的一些媒体还注意
到，科技创新正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的新动力，
令中国经济的“增长故事”更加吸引人。

世界的信心来自中国经济寻求开放共
赢的魅力。近年来，从建设自贸区到举办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从出台外商投资法到缩
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中国开放的步伐坚定
有力，令世界切实感受到中国机遇接踵而
来。英国《金融时报》说，随着中国金融市场
进一步开放，“中国为全球资产管理公司带
来了利润丰厚的前景。”《华尔街日报》撰文
说，中国政府通过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吸引海
外资本的决心，显示出外国投资者看好中国
市场。

同时，中国力推共建“一带一路”，在世
界范围内播撒开放、合作、共赢理念的种
子。拉美社说，“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提振
停滞不前的全球经济，随着这一倡议的推
进，“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是可以实现的”。

世界的信心还源于中国经济治理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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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断的行动力。去年底以来，中国决
策层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强逆周期
调节，为企业减负担，为经济添动能。
从国际舆论反响来看，这种攻坚克难
的智慧和行动力是中国经济前景可期
的基础之一。彭博社说,很多投资者
意识到，很难看衰一个政府在经济刚
出现疲软迹象时就计划采取应对措施
的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
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认为，中国经济

企稳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果断采取
行动，综合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经济正在行
稳致远，虽然前路仍不免会有风雨，但
这阻挡不了中国经济持续前行的步
伐。对中国越有信心，与中国合作越
多，得到的回报就会越丰厚，发展的动
力就会越强劲。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记者韩冰）

本报五指山舰5月8日电 记者彭
况、赖瑜鸿报道：5月 8日，“蓝色突击-
2019”中泰海军联合训练在汕尾某海域
完成两栖立体登陆训练后，在五指山舰
举行闭幕式，标志着为期一周的中泰海
军联合训练圆满结束。

8日清晨，指挥舰五指山舰拉响战斗
警报，本次联训“重头戏”——联合立体
登陆作战训练拉开大幕。训练背景为，
在联合国授权下，中泰两军组成联合编
队，对长期盘踞某岛的国际恐怖势力进
行突袭并彻底消灭，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联训紧贴实战，根据联合编队兵力
作战能力及使命任务，分为护航警戒群、
兵力投送群和突击登陆群。其中，我海
军两栖船坞登陆舰五指山舰搭载舰载直
升机、气垫登陆艇和中泰陆战队员组成
兵力投送群，承担立体突击作战任务。

9时许，登陆部署全面展开，由中泰
双方兵力编成的各战斗分组开始依次泛
水，数十辆两栖坦克和步战车成单横队
向滩头推进，舰载直升机搭载中泰陆战
队员起飞，前往阵地中部位置实施垂直
登陆。而后，中泰陆战队员直插阵地纵
深，在突击车和步战车的炮火掩护下，对
重点要害目标发起攻击。在中泰联合登
陆兵力的立体攻势下，短短一个小时，登
陆阵地守备力量被击溃，联合立体登陆
训练取得圆满成功。

8日下午，“蓝色突击-2019”中泰海
军联合训练闭幕式在五指山舰举行。
此次联训分港岸训练和海上训练两个
阶段，中泰双方共有 7艘舰艇、5名观察
员、千余名官兵参加。联训期间，中泰
双方围绕《中泰海军联合训练标准作业
流程》进行了研讨，举行了授课示范、桌
面推演、文体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并
圆满完成了通信操演、航行补给、联合
搜救、联合搜潜等 10余个科目的海上实
兵联训。

闭幕式前，联训指挥所举行了总结
评估会。会上，中泰双方讲评了课题训
练情况，并回顾总结了取得的经验收
获。据介绍，此次联训更加突出兵力编
成的多样性，由陆战队单一兵种参训拓
展为水面艇舰、潜艇、航空兵、陆战队多
兵种；更加突出兵力行动的实战性，不预
先确定具体兵力行动计划，由中泰联训
指挥所临机下发想定情节；更加突出兵
力指挥的融合性，中泰双方在方案对接、
情况汇商、兵力协同、组织指挥等方面高
度融合。

联训指挥所中方指挥员、南部战区
海军副参谋长黄凤志在闭幕式上表示，
此次联训为中泰两国海军交流拓宽了领
域、构建了平台，成为中泰两国海军共同
应对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新
起点。

完成两栖立体登陆训练后

“蓝色突击-2019”中泰海军联训闭幕

沙特阿拉伯延布三期项目位于沙特西部红海边的工业小城延布，包括新建

5台660MW燃油电站和配套的55万立方米海水淡化工程。2017年，中国电建集

团下属山东电建三公司与沙特方面签署延布三期总承包合同后，仅用一年时间

便成功向麦地那输送淡水，并在今年3月圆满完成1号、2号机组并网发电目

标。图为近日拍摄的沙特阿拉伯延布三期项目。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联合国5月7日电 （记
者王建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
7日表示，国际社会应重视维和行动出
兵国能力建设，强调应积极构建维和能
力建设伙伴关系。

马朝旭在当天举行的联合国维和行
动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说，出兵国是维和

行动的主体，为维和行动做出重要贡献
和牺牲。国际社会应重视出兵国、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出兵国实际需求，加强其
维和能力建设，确保维和行动获得有针
对性的培训和资源。通过充分、有效的
培训和能力建设，不断提高维和人员安
全和绩效。

中国代表呼吁重视维和国维和能力建设

据新华社东京5月7日电 （记者
姜俏梅、杨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7日晚
在东京表示，希望日中关系在各领域得
到进一步发展。

安倍是在当晚出席中国驻日本大使
程永华离任招待会时作上述表示的。他
在致辞中说，日本 5月 1日新天皇即位迎
来令和时代，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希望日中两国携手，让两国关系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得到进一步发
展。

安倍表示，去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 40周年之际，他同中国领导人多次
举行会晤，双方确认日中由竞争转向协
调，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共同
维护自由贸易。他强调，日中关系改善
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对
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首相期待日中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据新华社德黑兰5月8日电 （记
者马骁、穆东）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 8
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伊朗中止履行伊
核协议部分条款，不再对外出售重水和
浓缩铀。

鲁哈尼在讲话中强调，这并不意味着
伊朗退出伊核协议。伊朗希望在60天内
与伊核协议其他签字方谈判伊朗在协议
中的权益问题，若诉求得不到满足，伊朗
将不再限制自身铀浓缩活动的产品丰度。

伊朗总统宣布部分中止履行伊核协议

据新华社赫尔 辛 基 5月 7日电

（记者李骥志、徐谦）第 11届北极理事会
部长级会议 7日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

米结束。由于美国的反对，本届会议未
能发表共同宣言，这是北极理事会 23年
历史上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第11届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未能通过共同宣言

据新华社大马 士 革 5月 7日电

（记者郑一晗、汪健）据叙利亚媒体 7日
报道，叙利亚军方当天对叙中部哈马省
的反对派武装发起军事行动，并收复多
个战略据点。

叙利亚《祖国报》援引军方人士的话
说，政府军对哈马省北部和西北部的反
对派武装据点发动猛烈炮击和空袭，收
复 3座城镇和一处战略高地。该军方人
士说，此次行动旨在将“征服阵线”等极
端组织从哈马省北部地区清除出去。

另据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
人权观察组织”消息，自 7日凌晨起，俄
罗斯军方对哈马省北部和相邻的伊德利
卜省南部发动 20多轮空袭。在俄军帮
助下，叙军收复了战略高地泰勒奥斯曼。

连日来，叙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在
伊德利卜省南部和哈马省北部地区的冲
突升级。

叙利亚副外长费萨尔·梅克达德 3
日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叙政府正在朝
着解放伊德利卜地区以及叙北部和东北
部地区的方向努力。

叙利亚军方收复
多个反对派武装据点

5月8日，在巴基斯坦拉合尔一家医院外，警察安慰一名遇难者家属。巴基斯坦警方8日说，巴东部城市拉合尔当天上

午发生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包括5名警察在内的8人死亡，另有25人受伤。 新华社发

近日，美国国防部发布 2019年度

《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即“中国军

力报告”）。同美往年的类似“报告”一

样，这份“报告”对中国国防政策作了大

量违背事实的评论，蓄意歪曲中方战略

意图，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考虑到

2018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明

确中国为其“战略竞争对手”，其对我防

备乃至敌对的焦虑心态昭然若揭。

相比此前的“中国军力报告”，这份

“报告”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认为我战略目标明确、手段全

面。往年“报告”始终强调中国发展前景

仍不确定，而今年“报告”开篇就点明，中

国将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和军事手段，致

力于建设富强国家，打造世界一流军

队。“报告”还首次将中国外交和经济政

策及能源战略纳入国家安全概念范畴，

暗示中国有“全球雄心”，试图为美国“全

政府对华战略”提供拙劣借口。

二是密切关注我军机构重塑及实战

能力的提升。前两年的“报告”对我国防

和军事改革的重大意义有所认知，但仍

认为改革阻力重重。今年的“报告”则全

面反映我改革成果，认为军区改战区能

更好塑造有利态势，遂行现代高强度联

合作战。“报告”还详述我各军兵种于

2018年开展的各类训练演习，尤其注意

到我已建设一支专业“蓝军”，且演习涉

及更多层级、岗位和技能。

三是专节对我国防工业水平的整体

提升肆意抹黑。“报告”指责中国政府利

用市场准入、国际规范等，强迫外国信息

技术公司转让技术、在中国设立研发实

验室，并臆测我假借民用名义获取外国

先进技术。不难看出，“报告”延续了以

前的套路，对我国防工业发展极尽臆测、

抹黑、炒作之能事。

四是以谨慎心态观望两军关系，对

中美军事安全关系未来发展期望值降

低。自2010年加入中美军事交流的内

容以来，“报告”对这一领域成果的评价

总体积极。但今年的“报告”，对中美军

事安全关系未来发展的期待只是“保

底”。“报告”还冠冕堂皇地“鼓励”中国按

照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行事。殊不知，

大行单边主义破坏国际秩序的正是美

国，频繁制造地区安全风险的也是美国，

这种贼喊捉贼的把戏颇为滑稽。

应美国国会要求，五角大楼撰写的

这份“中国军力报告”，是美在国际国内

宣传“中国军事威胁”的政治工具。事实

有力证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

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始终是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

有益增长。

随着我军越来越开放、自信，国际社

会了解中国军队的渠道越来越多，美国

炒作“中国军事威胁”的空间将越来越

小，各种版本“中国军力报告”的可信度

将越来越低。

希望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

的过时观念，客观、理性看待中国战略意

图和国防建设，停止年复一年发布不负

责任的“报告”，多做有利于中美两国和

两军关系的事，而不是相反。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一份蓄意歪曲事实的“报告”
■赵蔚彬

美方拟于 5 月 10 日将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 10%上调至
25%。升级贸易摩擦不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方对此深表遗憾，如
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中方关于美方拟升级关税措施的声明

美国联邦众议院7日通过所谓“2019

年台湾保证法”与“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

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再次赤裸裸

暴露美国利用台湾问题牵制、遏制中国的

阴暗图谋。美方这一危险的政治操弄性质

极其恶劣，将对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

造成严重危害。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

属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

一合法政府，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

分割。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

系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发展

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近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频打“台湾牌”，从对台军售、美台军事

交流，到此次炮制恶法要求将台湾纳入双

多边军演、推动对台军售常态化、支持台湾

加入国际组织等，一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违背了基

本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义务。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

人民民族感情，是毫无退让、妥协或交易的

空间的。在当前两岸关系高度复杂严峻的

形势之下，美方不断挑动台海敏感神经，持

续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居心险恶，

种种行径坐实了其以台湾为筹码围堵中国

的政治盘算。美方操弄台海局势，为求自

身利益罔顾两岸中国人利益福祉，不惜将

台湾推向危险边缘，充分显露出其彻头彻

尾的利己主义和霸权思维。

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理应由

中国人自己来决定，不由得外来势力插手

干涉。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决不会坐视不理。我们要严正地指出，

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无异于动摇中美关系的

根基，不符合中美两国根本利益。在台湾

问题这个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

题上，美方若不顾中美关系大局，执意在错

误道路上走下去，中方必作出有力回应。

美方应充分认识到后果。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台湾问题决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评美国会通过相关涉台议案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