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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同法国总统马

克龙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动

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

致远。马克龙是2018年首位访华的外

国元首，也是中共十九大召开后首位访

华的欧洲国家元首。此次访问达成的重

要成果，其意义已经超出中法双边关系

的范畴，将对推动中欧合作迈上新台阶、

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

推动中法关系发展进入新时代。中

法两国元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中法

关系进行回顾和展望。两国元首都表示应

增进政治互信，愿意在基于共同理念的基

础上，共同努力促进世界稳定与繁荣。两

国都处于经济重大转型阶段，有众多互利

互惠的机遇，双方在核能、航空、人工智能

等领域签署了数十项双边经贸协议，并同

意继续推动“中国制造2025”同法国“未来

工业”计划全方位对接，加强创新合作。法

方还表达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意愿以

及对中国投资的欢迎。此外，马克龙到访

历史文化古城西安，用“骏马外交”回应“熊

猫外交”，书写了中法关系史上的一段佳

话。此访在双边层面达成的重要成果，有

助于推动中法关系进入新时代，马克龙还

表示今后将“每年至少访问中国一次”。

推动中欧合作迈上新台阶。法国作

为欧盟的核心成员国之一，在推动中欧关

系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过去一年，中

欧整体合作稳步推进。欧盟在2016年发

布的《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文件中对进

一步深化欧盟同中国的关系、挖掘中欧

合作潜力、指导中欧关系下一个五年的

发展作出了规划。在英国“脱欧”、德国

组阁进程缓慢的情况下，中法合作对于

保持中欧合作良好势头，进一步拓展中

欧合作领域，有着特殊重要意义。访问

期间，中方表达了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

进程、愿同欧方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的意愿，中法双方就加强中欧国际事务

协调、促进双方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中欧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发展达成了重要

共识，这将有助于提升中欧合作水平。

推动全球治理合作迈向新高度。

习主席指出，新时代中法关系大有作为。

这不仅是在双边和中欧合作层面上讲的，

更指明了中法关系在全球范围特别是改

进和完善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中法

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关系

具有超出双边范畴的全球影响。双方在

改善全球治理方面有许多相同和相近的

理念。此次访问期间，中法双方重申对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支持，表达了

继续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携手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的坚定意愿。两国元首就多个

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了磋商，达成重

要共识。此外，双方倡导的第三方市场合

作已在英国核电项目中显示出强大的生

命力，相信两国企业未来能在“一带一路”

覆盖的国家联手开拓市场。

中法两国当年的建交，对改变世界

格局、促进世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入新时代，只要双方继续本着对历史

负责的精神，坚持走正确的道路，就能不

断推动中法关系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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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加坡1月10日电 中国驻
新加坡大使馆近日举行座谈会，深入学
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去年 12月 30日给莫斯科
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的回信。使馆官员、
工作人员与新加坡学联骨干、留学生代
表一起，结合自身经历，畅谈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回信的心得。部分知名学者应
邀参加座谈会。

与会人员观看了毛主席 1957 年在
莫斯科大学的讲话短片、莫斯科大学中
国学生会主席介绍给习总书记写信初
衷的视频，重温了去年 12月 30日《新闻

联播》报道习总书记回信视频。曹士海
参赞简要介绍了毛主席当年接见留学
生的历史背景。临时代办房新文对进
一步深入学习和领会习总书记重要回
信精神做了宣讲。

南洋理工大学申泽骧教授、陈晓
东教授、蔡亦渔教授以及新加坡国立
大学刘小钢教授在发言中结合自身经
历，勉励留学人员要有理想，有担当，
珍惜时代赋予的使命和机会，勇于面
对各种挑战，学会静下心来去学习和
科研，努力提升自身实力，为报效祖国
练好内功。他们表示，新加坡与中国

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留学人员
成为增进两国相互理解和友谊的使
者，发挥自身优势，在中新合作中做到
双赢、多赢。

新加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秘书
长岳裕丰表示，留学人员应始终牢记时
代、祖国和人民赋予的责任，把爱国之
情、强国之志、报国之心统一起来，树理
想，勤学习，肯实干，重体魄，在实践中
磨炼品质意志，早日成长为可堪大任的
优秀人才。

新加坡中国公派学联主席杜康表
示，要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坚定留学

报国的决心，刻苦学习本领，早日成才，
早日服务祖国，让感激之情、报国之志
落地生根。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
席张硕认为，留俄学生道出了广大留学
人员的心声，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所有海
外学子的亲切关怀和殷殷期待。要牢
记留学初衷，学成报效祖国。

南洋理工大学博士生张俊表示，作
为海外留学生，要按照习总书记回信要
求，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坚定报国信念，肩负起建
设祖国的重任。

中国驻新加坡使馆召开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给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回信座谈会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闫
子敏）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0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说，中方对朝韩高级别会谈取得
积极成果表示欢迎。

据报道，9日朝韩在高级别会谈后
发表联合新闻稿称，双方就平昌冬奥会
合作、缓和军事紧张等达成协议。有分
析认为，这标志着朝韩僵冷关系取得重
大突破。

陆慷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
注意到国际社会一直在密切关注朝鲜
半岛北南双方近来的一系列互动。北
南双方在半岛形势异常严峻之际相互
伸出释放善意之手并握在了一起，值得
鼓励。

他说，中方对朝韩高级别会谈取得
积极成果表示欢迎。作为朝鲜半岛近
邻，中方欢迎并支持朝韩双方就缓和相
互关系采取积极举措，希望双方以平昌
冬奥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关系与和解合
作，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推动半岛问
题重返对话协商解决的正轨作出积极

努力。
“我愿重申，国际社会应当对此予

以充分的理解和支持。”陆慷说。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韩国和朝鲜 9日
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会谈，就朝鲜派团
参加平昌冬奥会、朝韩举行军事及其他
领域会谈等多项事宜达成共识。国际
社会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将对改善韩
朝关系、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产生积极作
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9日通过发
言人发表声明，对韩朝高级别会谈取得
的积极进展表示欢迎，尤其欢迎双方就
缓和军事紧张局势、举行军事会谈等事
宜达成一致，认为这些渠道的重建与加
强，对降低误判或误解所造成的风险以
及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至关重要。他希
望韩朝双方的这种接触与努力有助于
恢复真诚对话，从而实现朝鲜半岛可持
续和平与无核化。

古特雷斯还对朝鲜决定派团参加

平昌冬奥会表示欢迎，认为奥运会能够
加强各国间和平、宽容与理解的氛围。
“这对朝鲜半岛和其他地区尤其重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 9日发表
声明说，韩朝高级别会谈旨在确保平昌
冬奥会安全、顺利举行，美国对此表示
欢迎。美国致力于促成本届冬奥会安
全顺利举行，并将派高级别代表团出席
冬奥会。

日本政府 9日对朝鲜宣布将参加平
昌冬奥会表示欢迎。日本奥运担当大
臣铃木俊一说，奥运精神正在于远离政
治，举办由多国参与的体育盛会本身就
很了不起。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当天
也表示，奥运会是和平的盛典，对朝鲜
的姿态变化表示欢迎。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9日
说，俄罗斯欢迎韩朝展开直接对话，总
统普京一直强调此类对话的重要性，因
为开展对话是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的唯一途径。俄议会方面当天也表示
欢迎韩朝就冬奥会和半岛局势展开对

话，并愿为两国对话提供必要帮助。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

盖里尼 9日晚发表声明说，韩朝高级别
会谈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表示双方
在关系改善上迈出了积极一步。欧盟
对朝鲜代表团将参加平昌冬奥会和韩
朝双方将举行军事会谈表示欢迎，认为
这有助于缓和半岛紧张局势。欧盟希
望此次会谈以及韩朝间可预见的进一
步交流能成为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
基石。欧盟将继续为实现朝鲜半岛无
核化这一目标而努力。

据新华社首尔1月10日电 （记者
陆睿、耿学鹏）韩国总统文在寅 10日说，
解决朝核问题、巩固和平是他任期内的
目标。他还强调朝鲜半岛不能再次发
生战争。

文在寅当天上午在青瓦台迎宾馆
举行的 2018年新年记者会上表示，他不
希望半岛立即实现统一。韩方外交和
国防的终极目标是防止半岛生战，通过
构筑半岛和平让国民生活和平安定。

他表示，将全力以赴让今年成为朝
鲜半岛和平的新元年，为解决朝核问题
和构筑半岛和平开启更多对话与合
作。他再次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是通
向和平的过程和目标，半岛无核化是韩
方的基本立场，决不让步。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文在寅说，如
果在改善南北关系和解决朝核问题方
面有需要，他对包括首脑会谈在内的任
何会晤都持开放态度。但若要举行首
脑会谈，需要具备会谈的条件，并保证
会谈能产生一定程度的结果。

我外交部：欢迎朝韩高级别会谈取得积极成果
国际社会对韩朝高级别会谈取得积极进展表示欢迎

韩国总统说解决朝核问题是任期内目标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
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0 日表
示，希望日方正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
会关切，以负责任态度妥善处理“慰安
妇”问题。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9日表示，

韩日两国签署的《韩日慰安妇协议》无法
真正解决问题。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关于“慰安妇”问题，中方
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希望日方正视
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关切，以负责任
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这不仅关乎
日本形象问题，更关乎历史正义。”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慰安妇”问题关乎历史正义 望日方妥善处理
俄海军接收卡-27M

最新改进型反潜直升机

据新华社 莫 斯 科 1月 9日 电

（记者王晨笛）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
团旗下的俄罗斯直升机公司 9 日在
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已
按照国防订单要求向俄海军交付第
一批卡-27M 最新改进型反潜直升
机。

卡-27M装备了现代化战场信息
实时传输系统，能实现其与海上指
挥部、地面指挥部、其他直升机间
的信息实时传输，大幅提高了侦测
敌方舰船与反潜作战能力。

美国务院批准向日本出售

“SM-3Block2A”型导弹

据新 华 社 华 盛 顿 1月 9日 电

（记者朱东阳、刘晨）美国国防部防
务安全合作局 9日发表声明说，美国
国务院已批准对日本出售总价值约
为 1.33 亿美元的“SM-3 Block 2A”
型反导导弹及相关配套设备。

声明说，此次交易将提高日本
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保护日本本
土和驻日美方人员，从而改善日本
的安全状况。声明称此次军售将不
会改变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

以军封锁约旦河西岸城市

实施搜捕行动

据新华社拉姆安拉1月10日电

（记者杨媛媛、赵悦）继一名犹太定
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
遭枪击身亡后，以色列军队 10日封
锁了纳布卢斯的出入口，并在西岸地
区实施搜捕行动。

巴勒斯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安
全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以军封锁了
纳布卢斯南部、西部通往约旦河西岸
北部、南部和中部地区的主要出入
口，并禁止来往汽车通行。

据 新 华 社 莫 斯 科 1月 9日 电

（记者周良）俄罗斯国防部 9日发表声
明，质疑为何无人机袭击俄军事基地
时美军侦察机出现在附近。

声明说，令人奇怪的是，当叙利
亚境内的武装分子 5 日晚首次利用
载有爆炸物的 13架攻击型无人机对
俄罗斯驻叙利亚赫迈米姆和塔尔图
斯的军事基地展开集群式攻击时，为
何隶属美国海军的波塞冬型侦察机
在俄上述两个基地之间盘旋了 4 个
多小时，美军侦察机盘旋高度在 7000
米左右。

俄罗斯国防部说，它在8日公布的

有关叙利亚武装分子袭击俄驻叙军事
基地的新闻中并没有指明袭击的参与
方以及无人机的相关信息，但美国国
务院官员却声称，对俄军事基地发动
袭击的无人机在市场上很容易获得。
美官员的言论让俄罗斯感到担忧。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1月

10日电 据俄罗斯国防部机关报《红
星报》10 日报道，俄国防部确认日前
对俄驻叙利亚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和塔
尔图斯海军基地进行攻击的无人机发
射自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冲突降
级区的一个居民点，该地区由叙利亚
所谓的“温和反对派”控制。

俄质疑驻叙基地遭袭时美军侦察机为何现身
俄国防部确定袭击俄驻叙基地无人机发射地点

本报讯 罗微全、特约记者高洁
报道：1月 10 日，我国第 21批援助赞
比亚军医组搭乘阿联酋航空 EK303
次航班，从上海启程飞往赞比亚共和
国首都卢萨卡。这批军医组有 11名
队员，分别来自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所
属的 4 家医院，涵盖心血管内科、骨
科、普外科等10个专业，80%具有研究
生以上学历，他们将在卢萨卡三军总
医院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和技

术帮带任务。
当日上午，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

第 101 医院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仪
式，欢送援赞军医组队员。

出征前，医院还组织队员进行针
对性训练，重点对非洲地区传染病防
治、常用外交礼仪和民社情，以及口
语、医学专业英语等进行培训。军医
组还主动与前批队员加强任务对接，
互相通报情况。

我国第 21批援助赞比亚军医组启程

武装行军
蜜当地时间 1月 9日，我军驻吉

布提保障基地组织开展全员全装带战

术背景的野外徒步行军，锤炼官兵在

陌生复杂环境中执行任务的能力。

该基地领导表示，此次野外徒步

行军是部队进驻后首次在荒漠地区艰

苦条件下组织实兵实装演练。

图为官兵在行军期间穿越“涉毒”

区域。 张庆宝、檀龙龙摄影报道

联合演练
蜜当地时间1月9日，中国第5批

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官兵与维和友军

举行营区防卫联合演练。连日来，针对

任务区持续紧张的安全形势，中国第5

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积极与维和友

军开展联演联训，提升共同应对突发事

件的能力。 岳洪跃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