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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
生物制品研究所迎来 51位非洲驻华使
节和高级外交官。以此次访问交流为窗
口，中国向非洲国家展示新冠疫苗科技
研发、临床试验和生产情况，以实际行动
践行“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
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这一庄严承诺，诠
释了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和中非命运共
同体的深刻内涵。

今年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20周年，
也是中非携手发展的新起点。中非团结
抗疫及一系列务实合作，展现出双方的
深情厚谊，也擘画了中非关系未来发展
的方向。

10月 8日，由中企承建的埃塞俄比
亚索马里州离网光伏电站项目正式竣
工。项目附近的科利尔村因此被“点
亮”，同时被“点亮”的还有 2000 多户家
庭、近 6000 人的生活：漆黑的夜晚从此
有了电灯，孩子们可以在电灯下读书，村
民们开始置办电扇、电视等电器。新冠
肺炎疫情没有阻挡中非合作的脚步，中
国企业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高质
量完成民生项目，不仅给非洲民众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还有力促进了非洲经
济恢复发展。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越是困难时
期，中非相互支持、加强合作的决心和信
心就越坚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双
方守望相助、携手抗疫，加强中非团结合
作的决心没有动摇，坚定不移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加快落实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成果，支持中非合作“八大行
动”更多向公共卫生领域倾斜……

中非兄弟情谊能够历久弥坚，其原
因正如习主席在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所说：“中非关系最大

的‘义’，就是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的发
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国
从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从不在投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对于援
助带来的效果，非洲民众最切身的体会
是：中国人来了，路通了，电灯亮了，自来
水有了，工作机会多了。

但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西方政客无
视中非友好互信，企图离间中非关系、施
压中非合作。对此，越来越多的非洲国

家积极发声，驳斥这些离间中非关系、抹
黑中国形象的谣言。中非兄弟情谊深入
人心，任何人都不能破坏双方人民的团
结。正如刚果（布）总理穆安巴所说：“困
难到来时，谁与我们站在一起，谁是真正
的朋友，我们心里清清楚楚。”

心手相连，行稳致远。中国与非
洲是命运与共的好兄弟，面对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双方将继续坚定地
站在一起，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走深走实，为实现构建中非命运共同
体不懈努力，推动中非友好关系不断
迈向新的高峰。

上图：10月 16日是世界粮食日。

粮食安全是国际社会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内容。图为

在贝宁经济首都科托努郊区的托优优

美小学，学生们在午餐时享用中国援助

的米饭。 新华社发

中非团结抗疫及一系列务实合作，展现出双方的深情厚谊，也擘画了中非关系未来
发展的方向—

兄弟情谊在守望相助中历久弥坚
■本报记者 宫其芳

据新华社莫斯科 10月 20日电

（记者鲁金博）俄罗斯外交部 20日在
官网发布声明说，俄方愿与美国共同
承担冻结核弹头数量的义务，以期得
到美国对俄提议将《新削减战略武器
条约》延长一年的回复。

声明说，俄总统普京 16日提出将
明年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无
条件延长至少一年。对此，俄方只在
个别社交网站看到美方一些评论，尚
未收到美方对俄方提议的正式回复。

声明表示，俄罗斯准备与美国共
同作出政治承诺，在延长期内冻结双
方核弹头数量。

俄表示愿与美共同承担

冻结核弹头数量义务

凝聚携手抗疫合力 坚定共克时艰信心

国际短波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 10月 19日

电 （记者聂云鹏、王薇）亚丁消息：也
门政府军官员 19日说，政府军与胡塞
武装当天在红海城市荷台达发生交
火，至少6名胡塞武装人员被打死。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也门政府军
官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胡
塞武装当天向荷台达南部图雅塔地区
的政府军驻地发动袭击。政府军击退
了胡塞武装的进攻，并打死至少 6名
武装人员、打伤数人。

也门政府军打死

6名胡塞武装人员

据新华社莫斯科 10月 19日电

（记者吴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19
日呼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
区冲突各方停止对抗思维。

据俄外交部网站 19 日发表的公
报，拉夫罗夫当天与到访的欧洲委员
会秘书长布里奇举行会谈。他在会谈
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方
向欧洲委员会通报了俄罗斯在纳卡冲
突问题上的立场和为稳定局势所采取
的措施。俄方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
纳卡冲突各方停止对抗思维。

俄外长呼吁纳卡

冲突各方停止对抗思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记
者成欣）针对中国前三季度经济同比增
长 0.7%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0日
说，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世界经济
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取得这份发
展成绩单更显得难能可贵，对全球的经
济复苏起到了正向的拉动作用。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国
国家统计局 10月 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前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 0.7%，引发
各界广泛关注。请问中国经济逆势上扬
对世界经济复苏意味着什么？
“这当然是个好消息。”赵立坚说，根

据国家统计局 19日公布的数据，中国前
三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特别是第三季
度经济增速加快，同比增长4.9%，比第二
季度加快 1.7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5.2%，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0.7%，累计进

出口总值年内首次实现同比正增长。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世界经

济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取得这份发
展成绩单更显得难能可贵，对全球的经济
复苏起到了正向的拉动作用。”赵立坚说。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记者
成欣）针对巴基斯坦官员近日涉疆表态，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0日说，中方赞赏
巴方在涉疆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
家发出正义之声。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
日，巴基斯坦总理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
理优素福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代表
团曾赴新疆实地参观，了解了新疆的情
况，亲眼见证新疆各族人民享受平等合
法权利，过着幸福生活。巴方对新疆非
常了解，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维吾尔人问
题”。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巴方的表态非常好，这说明眼见为
实。中方赞赏巴方在涉疆问题上秉持客
观公正立场。”赵立坚说。

赵立坚表示，事实上，国际社会对涉
疆问题自有公论。不久前，有 48个国家
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就涉疆问题发
表挺华共同发言，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
中方在涉疆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反对将
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的做法，反
对对中国无端指责和无理干涉。这充分
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人心向背。自2018年
年底以来，已经有 90多个国家团组共上
千人赴新疆参访，他们亲眼见证了新疆
稳定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纷纷称赞新
疆反恐和去极端化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我们欢迎所有持客观公正立场的人

士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亲身了解一下新
疆的实际状况。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像巴基
斯坦这样的国家发出正义之声。”他说。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国经济逆势上扬正向拉动全球经济复苏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发出正义之声

信息搜索、收发邮件、视频会议……

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与互联网密不可

分。距离互联网的前身、美国军方组建

的“阿帕网”诞生已逾半个世纪，量子互

联网这一新兴技术名词最近又频频出现

在美欧科技战略规划中。它将给当下互

联互通的世界带来哪些颠覆性变化？未

来是否有取代传统互联网的可能？

简单来说，量子互联网利用了量子

物理学的独特原理，与今天使用的传统

互联网有本质差异。相关专家认为，可

将量子互联网视为由多个量子计算机或

其他量子器件组成的广大网络，核心功

能是能完全实现任意节点之间的量子信

息传递，从而开启全量子信息处理的新

时代。

这里还需打破一个误解，量子互联

网与传统互联网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

关系。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研究团队

曾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一篇关于量子

互联网的综述。综述称，量子互联网将

和人们今天使用的经典互联网协同发

展，通过连接量子信息处理器，可获得经

典信息处理器无法具备的能力。

百度研究院量子计算研究所所长段

润尧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介绍，量

子互联网在传输速度、信道容量以及安

全性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可进一步提

升传统互联网在这些方面的性能。此

外，传统互联网作为经典通信最重要的

基础设施，也将持续在量子互联网时代

扮演关键角色。

量子互联网最核心的技术基础还是

高可靠的量子通信，即构建足够高质量

的量子通信信道来实现量子信息的高保

真度长程传输。正如目前广泛使用的传

统互联网需要路由器、交换机等基础设

施，量子互联网的实现也需要量子中继

器、量子路由器、量子存储器等核心技术

器件。

相关专家认为，从现在到今后约5

至7年内，量子互联网的主要应用是量

子通信技术对传统互联网的“赋能”，集

中在国家安全、金融安全及其他高度依

赖安全通信的领域。段润尧说，这方面

的 代 表 性 技 术 还 是 量 子 密 钥 分 发

（QKD）。之后，随着量子纠缠分发和量

子计算等技术的逐步完善，量子云服务

会日益普遍，普通用户也可使用远程的

大规模量子计算机。

此外，利用量子互联网还有望实现

全新传感技术，在军事国防中有较大应

用潜力。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院量子技

术研究中心教授尹璋琦介绍，量子互联

网能够带来传感灵敏度的极大提升。例

如，利用量子网络所实现的时间基准一

旦用于北斗全球定位系统，将会极大提

升其授时、定位精度与安全性。

不过，段润尧估计，要实现全联通的

大规模量子通信需10年以上，这高度依

赖量子计算的实际进展。由于我们对量

子计算的能力和应用还有待认识，到那时

量子互联网的应用就更需“大胆想象”。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记
者彭茜）

量子互联网会取代传统互联网吗

近日，根据联黎司令部命令，中国第19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前

往黎南部“蓝线”雷区，对安全通道的地形条件、植被情况、标识系统、封围设施等

情况进行勘察，为下一步安全通道的维护工作做好准备。图为官兵在勘察途中。

刘 攀摄

新华社日内瓦10月19日电 （记
者聂晓阳、陈俊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 19日表示，目前已有 184个国家
和地区加入由世卫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发
起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更多国
家有望公平有效地获得新冠疫苗。

谭德塞在当天举行的线上新闻发布
会上说，“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是目
前世界范围内公平分享安全有效疫苗的
最有效机制。对疫苗进行有效和公平的
分享，才是保护高风险人群、维护全球卫
生体系稳定并真正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

最快方法。
谭德塞还表示，随着北半球冬季

的到来，新冠疫情已经进入一个“令人
担忧的阶段”，欧洲和北美的每日新增
病例正在急剧上升。在这种情况下，
各国政府都应充分利用已被证明行之
有效的综合性措施，遏制病毒传播并
挽救生命。

根据世卫组织网站公布的最新数
据，截至 10月 19日，各国正在研发并登
记在册的候选新冠疫苗共有 198 种，其
中 44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世卫组织总干事表示

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84个

新闻分析

10月16日，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近日再次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指责

中国，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睁着眼

睛说瞎话”说的就是以“撒谎、欺骗、偷

窃”为荣耀的美国个别政客，这些人旨

在把自身抗疫不力的黑锅归咎于中

国。对此，国际社会都看在眼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出于意

识形态偏见和一己政治私利，蓬佩

奥一再污蔑抹黑中国，炮制并散布

针对中国的政治谎言和政治病毒。

对此，中国发布《蓬佩奥涉华演讲的

满嘴谎言与事实真相》，用大量事实

和数据，戳穿粉碎了其指责中方的

谎言和谬论。

一味贼喊捉贼地指责他国，蓬佩

奥之流自己又做了些什么？有充分证

据表明，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美

国政府就着手策划对华信息欺骗行

动，并且在官方层面有组织、有计划地

实施。

美国的公开信息提供了美开展

此项行动的很多证据。据美国独立

新闻网站披露，白宫发起了一个跨

多个联邦部门的宣传计划，试图指

责中国瞒报及制造全球疫情。引人

关注的是，那些宣传要点似乎大都

源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

行政部门中的最高国安机构。其传

播策略是将新冠肺炎疫情归咎于中

国，并妄称“中国病毒”这个词汇并

非种族歧视。另外，包括蓬佩奥、国

防部长埃斯珀和司法部长巴尔等在

内的美高官接连发表抹黑中国的演

说，有组织地配合宣传行动。值得

关注的是，此类行动已融入美国对

华采取的全面对抗行动中，无论在

贸易、金融、科技领域还是国家安全

领域，信息欺骗行动已经成为美国

打压中国的常用手段。

美对华信息欺骗行动有固定的

套路。一是制造和重复谎言，以所

谓的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最为典型。

多年来，各国商船在南海航行自由

的权利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但美方

一直用谎言掩盖自己在南海的非法

军事行动；二是不断营造中方“以大

欺小”的假象，利用对弱者同情的心

理，刻意污名化中国；三是以意识形

态划界，利用所谓“身份认同”在西

方获取支持。

在美国，这类见不得光的信息欺

骗行动通常授权中央情报局负责。但

是，美《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首次

明确授权军方从事此类信息行动，将

此类行动称作“信息环境下的军事行

动”，还明确授权国防部长开展信息环

境下的军事行动。为此，美国防部专

门设立“信息行动首席顾问”一职。此

外，美方还有大量的民间智库打着学

术外衣，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配合

政府开展信息欺骗行动。

美方自以为信息欺骗行动是个

“高招”，殊不知，它根本蒙蔽不了世界

人民。连美国的一些西方盟友都认识

到，美政客频繁拿中国说事和制造谣

言，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过失，“将美

国人的愤怒转嫁给中国”。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人深刻感

受到，当今美国根本没有一个大国应

有的样子。特别是其动辄诿过卸责，

用谎言抹黑他国的不齿行径，已经将

自己置于国际公理道义的对立面，愈

发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份全球

调查显示，过去一年里，美国在许多关

键盟友和合作伙伴中的声誉进一步下

滑。在一些国家，公众对美国持好感

的比例创近20年来新低。人心如是，

蓬佩奥之流难道还不反思吗？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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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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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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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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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政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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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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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种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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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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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的
对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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