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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
到来之际，中国驻一些国家大使馆日前
举办线上招待会、交流会等形式的活
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3周年。
来宾们对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的
成就表示钦佩，对中国军队为维护世界
和平与稳定所作贡献表示赞赏。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蔡润说，新冠疫
情发生以来，中国军队在积极支援国内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还与多国防务部
门和军队开展抗疫合作，向多国派遣军
队抗疫专家、提供防疫物资、交流抗疫
经验。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武官熊韶炜表
示，中国军队将坚定不移奉行防御性的
国防政策，一如既往地与缅甸军队共同

努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推动中缅关
系发展。

缅甸国防军总参谋长妙通乌上将
说，缅中两国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
两国人民的胞波情谊不断加深。缅中两
军友好合作是两国友好合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必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武官张戈
指出，中马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随
着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合作
不断发展，两军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加
强。

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司令阿芬迪上将
表示，马方愿加强马中两军间的传统友
好关系和长期防务合作。希望双方继续
致力于和平发展，共同努力取得互利结
果，助力加强区域和平、稳定与安全。

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武官薛传来
说，中科两军将继续根据两国领导人达
成的重要共识，继续深化军事合作，不
断丰富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实质内涵，推
动中科防务关系迈上新台阶。

科威特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助理穆罕
默德·艾哈迈德·科达尔赞扬中国军队为
防控疫情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重要
成果。“我们将继续加强与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友好合作，加强经验和信息交流，力
争将双方关系提升到新高度。”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武官屠法
超说，面对疫情，中厄两国风雨同舟，厄
政府、军队通过多种方式向中国人民表
达关心并伸出援手。当厄新冠疫情暴
发后，中方也第一时间向厄提供援助。
事实证明，双方已成为彼此尊重、平等

相待的好朋友，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
好伙伴。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武官吴小毅说，
中国军队向包括泰国在内的数十个国
家提供了抗疫医疗援助，体现了中国人
民及中国军队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
全球性安全挑战，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武官徐俊说，中
国认真履行大国责任，积极参加国际维
和、海上护航、人道救援等行动，在力所
能及范围内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
安全产品。

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武官崔恩雄
表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军队自
始至终奋战在抗疫第一线，在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军队始终是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我驻外使馆举办活动庆祝建军93周年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海军第35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举行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过节不忘战备，编队官兵欢庆之余

依然坚守岗位，时刻保持警戒状态。图为太原舰舰载直升机进行空中巡逻。 江 山摄

7月31日，习主席在北京宣布，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在提前半年全面完成星座部署后，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将面向全球

用户提供完整的全天时、全天候、高精

度全球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北斗”“天宫”“天问”“嫦娥”“墨

子”……一部中国航天事业的奋斗史，

贯穿着和平利用太空的一贯立场，折

射出与全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成果的鲜

明态度。

引领方向，中国航天坚持和平利

用太空理念。太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

富，确保太空和平利用，不仅符合各国

共同利益，也是各国共同责任。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

量，坚定不移致力于和平发展，坚持奉

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一贯主张和平利

用太空，反对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

竞赛。中国的航天事业，完全用于和

平目的，旨在提高人类对宇宙的科学

认知，扩展和延伸人类活动空间，推动

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中国所有太空

活动都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承诺，不针

对任何特定国家。中国一贯主张合理

开发、利用空间资源，保护空间环境，

倡导各国开展太空领域国际交流合

作，推动航天事业造福全人类。这些

理念和主张，为人类航天事业发展注

入了正能量，树立了大国典范。

融入世界，中国航天积极开展国

际交流合作。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

的共同梦想。多年来，中国航天在平

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基础

上，同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了富

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

中俄建立载人航天合作联委会机

制，开展大量合作项目；北斗在为全球

一半以上国家提供服务的同时，还与

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欧洲的伽

利略系统、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建

立合作机制；中国的探月工程，主动开

放部分资源，帮助搭载了多个国家的

科学仪器设备，又将获得的宝贵原始

探测数据向全世界开放。中国还与联

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共同举行中

国空间站国际合作机会公告发布仪

式。这些务实举措，为今后世界各国

在空间探索领域的实践提供了新的国

际合作模式。

造福人类，中国航天作出实实在

在的贡献。多年来，中国航天始终致

力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在助力中国

发展的同时，让航天科技创新成果为

更多国家和人民所及、所享、所用，为

人类和平与安全、生存与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空间信

息走廊建设，与金砖国家航天机构共同

推动建设遥感卫星星座，支持亚太空间

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同构建多任务小卫

星星座。北斗用户数量已达到亿级以

上水平，巴基斯坦的交通运输、港口管

理，缅甸的土地规划、河运监管，老挝的

精细农业、病虫灾害监管，文莱的都市

现代化建设、智慧旅游……都有中国北

斗的身影。

去年4月，中国国家航天局发布

了《中国航天助力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声明》。未来，中国航天

科技成果将与新一代通信、区块链、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融合，在更广范

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服务和增进

人类福祉。中国的航天探索和航天科

技成果，也将伴随“太空丝路”不断延

展，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

力量。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人类发展永

无止境。面向未来，中国航天将继续

加强航天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人类和

平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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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 8月 1日电 张治

华、记者赖瑜鸿报道：参加“国际军事比
赛-2020”“坦克两项”坦克车组比赛、
“开阔水域”舟桥部队比赛的北部战区陆
军某部官兵，8月 1日携带相关装备和弹
药物资，从满洲里车站乘铁路列车先行
出境，前往俄罗斯莫斯科比赛场地。即
日起，中国赴俄罗斯参赛官兵将从满洲
里、乌鲁木齐等地分批出发，乘坐军用运
输机和铁路列车前往各项目赛区。

据介绍，“国际军事比赛-2020”将
于 8月 23 日至 9月 5 日在俄罗斯、白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等国举办，
中国陆军、空军将赴俄罗斯参加 6个项
目比赛。其中，陆军部队参加“坦克两
项”坦克车组、“安全环境”核生化侦察
组、“汽车能手”汽车兵、“侦察尖兵”侦
察班组、“开阔水域”舟桥部队等 5项比
赛，空军部队将参加“空降排”空降兵分
队比赛。

上图：7月30日，即将赴俄罗斯参加

“国际军事比赛-2020”“开阔水域”舟桥

部队比赛的官兵举行誓师大会。

潘 振摄

中国陆军首批参赛官兵

启程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0”

新华社莫斯科7月30日电 （记者
吴刚）俄罗斯国防部 30日发布消息说，
俄战机当天在黑海上空拦截了两架试图
抵近俄边界的美军侦察机。

消息说，俄南部军区防空雷达当天
在黑海上空监测到试图抵近俄边界的一
架美军 P-8A“海神”巡逻机和一架美军
RC-135 战略侦察机，随后派出苏-27

歼击机升空拦截，成功将美军飞机驱离。
消息说，俄战机的飞行严格遵守相

关国际法，战机在完成拦截任务后安全
返回常驻地。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飞机经常抵近俄
边界进行侦察活动，俄罗斯对此坚决反
对。本月 1日、14 日和 27 日，俄战机曾
对黑海上空的美军侦察机实施拦截。

俄战机在黑海上空拦截美军侦察机

当地时间7月30日，中国第15批

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225名

维和官兵被授予联合国“和平荣誉勋

章”，并获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驻达尔富

尔联合特派团（联非达团）嘉奖。

在长达20个月的维和任务期内，

分队官兵先后完成联非达团格洛临时

作战基地基础设施建设、10个营地的清

理整治移交、法希尔超级营地升级等施

工保障任务，受到联非达团高度认可。

本报特约记者 熊家磊摄

授 勋

浏
览
相
关
视
频

请
扫
描
二
维
码

视频制作：杨邦照

视频编辑：赵燕飞

新华社旧金山7月31日电 （记
者吴晓凌）两架小型飞机 31日上午在
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生相撞后坠毁，造
成至少2人死亡。

据美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在阿
拉斯加州基奈半岛索尔多特纳机场附
近。失事飞机中一架为德哈维兰
DHC-2“海狸”单引擎飞机，另一架飞
机型号尚未确定。两架飞机上人员数
量均不详。据悉，事故已造成包括阿
拉斯加州州议员加里·克诺普在内的
2人死亡。

据报道，美国联邦航空局和美国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对事故原因
进行调查。

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生

飞机相撞事故至少2人死亡

据新华社巴格达 7月 31日电

（记者张淼）伊拉克总理卡迪米 7月 31
日宣布，将原定于 2022年举行的国民
议会选举提前至明年6月。

卡迪米当日发表电视讲话说，作
为本届政府的政治使命，他决定于
2021年 6月 6日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
举，政府将尽最大努力确保选举成功
举行。选举将在国际观察员监督下进
行，选举委员会将完全独立。

根据伊拉克法律，总理宣布提前
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后，此决定还需获
得国民议会批准。

伊拉克总理决定明年6月

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

据新华社雅温得7月31日电 恩
贾梅纳消息：乍得西部边境地区的湖省
一村庄7月31日凌晨遭极端组织“博科
圣地”袭击，导致至少10名平民死亡。

据媒体援引乍得军方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死者包括 2名妇女，恐怖分子
还洗劫了遇袭村庄，劫走7名平民。一
名地方官员也证实了袭击事件的发生。

湖省与尼日利亚、尼日尔、喀麦隆
接壤，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时常在这一
边境区域制造恐怖袭击。7月 8日，湖
省发生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造成至少8
名乍得士兵死亡，另有十几名士兵受
伤。地雷据信是“博科圣地”埋设的。

“博科圣地”袭击乍得西部

致10名平民死亡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鉴于目前香港严峻的疫
情形势已对选举造成重大影响，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7月 31日宣布，援引
《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决定将香港特区第
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多国人士指
出，这一决定有利于遏制疫情蔓延，保护
香港市民生命安全，是必要且负责的选
择，也与很多国家和地区做法一致。

巴勒斯坦总统国际关系顾问纳比
勒·沙阿斯指出，推迟香港特区立法会选
举是正确的决定。面对严峻的疫情形
势，推迟选举可以保护市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也让特区政府能够集中精力
防控疫情。

尼泊尔前驻俄罗斯大使希拉尼亚·
什雷斯塔说，在当前香港疫情形势下让
市民冒着健康乃至生命危险去参加选举
是不明智的。推迟选举是对市民高度负
责的必要决定，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因疫
情推迟了选举。

老挝老中友谊协会秘书长西昆·本

伟莱认为，香港特区政府推迟特区立法
会选举有利于遏制疫情蔓延，这一决定
必要且合理合法。相信在中国中央政府
支持和帮助下，香港一定能够早日走出
疫情阴影。

突尼斯政治分析师朱迈·贾斯米认
为，香港特区政府迫于疫情防控形势而推
迟特区立法会选举，这一决定合理合法。
此前，在非洲、欧洲，也曾出现一些国家全
国或地方选举因疫情原因推迟情况。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
希尔说，在严峻疫情下，选民聚集投票无
疑将极大增加病毒传播风险，香港特区
政府决定推迟特区立法会选举是对市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选择。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俄中研究中
心主任叶甫盖尼·扎伊采夫说，人民生命
安全比社会政治生活更重要。在疫情持
续扩散情况下，香港特区政府决定推迟
特区立法会选举，这对香港市民而言有
百利而无一害，这是合理且必要的举措。

乌克兰汉学家阿列克谢·科瓦利认

为，香港特区政府决定推迟立法会选举
是在艰难时刻做出的正确抉择，体现了
对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
态度。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政治分析师舍拉
迪尔·巴克特古洛夫认为，香港特区推迟
一年举行特区立法会选举符合香港当前
实际情况，符合广大市民利益。

古巴哈瓦那大学历史系教授法比
奥·费尔南德斯认为，没有什么比人民生
命安全更为重要。对香港而言，当务之
急是防控疫情。特区政府推迟特区立法
会选举表明其将市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这是正确且必要的决定。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雷斯
莱表示，推迟香港特区立法会选举反映
了特区政府面对疫情的务实精神，即以
保障人民福祉作为首要任务，避免广大
市民冒着被病毒感染风险而参加选举。
（参与记者：熊思浩、周盛平、章建

华、杨臻、张骁、李东旭、关建武、努尔然、

林朝晖、唐霁）

多国人士认为香港推迟立法会选举是高度负责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