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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开年，中欧关系呈现新气象：
法国总统马克龙、北欧和波罗的海七国
议长、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已经或即将访
华，“中欧旅游年”在威尼斯开幕，“一带
一路”项目落户比利时泽布吕赫港……

从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到共
同维护多边主义，再到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面对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化，新时代
中国和欧洲之间共同语言越来越多，各
领域交流与互利合作不断拓展，中欧关
系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大。

“一带一路”
中欧合作新框架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周
年。欧洲对这一倡议的态度已由最初

的猜疑转变为积极参与。马克龙访华
时表示，法方重视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增进两国合作；欧盟驻华大使史伟
日前透露，欧盟将在三四个月内出台
欧亚大陆互联互通蓝图，以便更好地
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特雷莎·梅访
华期间也将与中方一道拓展“一带一
路”合作平台。

欧洲智库马达里亚加基金会执行
主任皮埃尔·德福安表示，4 年多来，
“一带一路”建设在欧洲稳步推进，积
小胜为大胜。匈塞铁路、希腊比雷埃
夫斯港等重点项目纷纷上马，这向欧
洲证明了中国不是在空谈，而是在行
动。

多边主义
中欧合作新契机

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马克
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高调亮相，共同向
外界宣示“欧洲回来了”的同时，坚决捍
卫多边主义，呼吁各国共同应对挑战。
这与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
念以及一贯支持和维护多边主义的立场
相得益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
仲平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欧洲
国家在多边主义理念上与美国政府发生
了严重冲突。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
协定》和不断威胁退出伊朗核协议，最终
让欧洲下决心提升与中国的关系。由于
中国在这两大问题上与欧洲持相同立
场，中国和欧洲事实上已成为坚定的合
作伙伴。

自由贸易
中欧合作新境界

经贸向来是中欧关系的基石，近年
来中欧年贸易额保持在 6000 亿美元左
右。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
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面对反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欧洲领导人意识到，贸易保护主义
没有出路，只会让自己陷入孤立。

可以说，中国和欧洲在自由贸易问
题上站到了一起：中欧都支持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
努力确保公平竞争环境，以及推动实现
更加开放、包容、平衡、互利共赢的经济
全球化。

今年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
立 15 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15年来，中欧关系日臻成熟，不仅
利于中国和欧洲发展，也利于全球和平
与繁荣。正如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
级代表莫盖里尼所言，在全球治理面临
多方面挑战的当下，欧中双方的合作从
未如此重要。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记者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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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一款健身应用软件将用
户锻炼数据在网络上公布，涉嫌泄露美
国涉密军事信息。对此，美军 29 日回
应称，今后将加强管理，研究应对措施。
“我们严肃对待这一事件。为了保

证国防部雇员在美国本土和海外的安
全，我们正在评估是否需要增加培训，
发布新指令或者制定新政策。”国防部
发言人曼宁说。“科技迅速发展要求政
策进行相应修改，以保障安全。我们建
议国防部工作人员在使用网络科技时
适用严格的隐私设定。”曼宁说。

涉事软件名为斯特拉瓦，是一款集
健身和社交功能为一体的应用。用户可
以将自己运动时间、成绩、轨迹等信息通
过网络上传至应用服务器，与他人分享。

去年 11 月，斯特拉瓦将其所有用
户数据做成“热力地图”在网络上公布，
意在展示用户运动地点以及最受欢迎
的跑步或骑行路线。

然而，由于不少美军现役军人在使
用这款应用，许多美军基地的地理位置
也在热力图上清晰地显现出来。大量

军事基地方位遭曝光，引发各界关注。
斯特拉瓦网站上公布的“热力地

图”显现，在叙利亚、阿富汗、吉布提等
欠发达地区，有不少远离城市的亮点。
媒体报道，在这些地区，亮点几乎都是
来自外国军事基地，其中许多是美军基
地，甚至是秘密基地。

美国智库联合冲突分析研究所创
始人内森·鲁泽说，公开的“热力地图”
对美国军事安全具有很大危害，因为人
们“可以明确识别并能在地图上找到美
军基地”。
“如果美军士兵和普通人一样使用

这一应用软件，是十分危险的。”鲁泽表
示，例如士兵们日常慢跑、骑行或者游
泳线路都会暴露。

安全分析人士托比亚斯·施奈德说，
叙利亚不少已知的美军基地都在地图上
被“点亮”，有些俄军基地也被“点亮”。

此外，不少士兵经常围着一些特定
建筑或者路线慢跑，间接暴露了基地规
模以及建筑物分布。

据报道，“热力地图”上显示出的不

少军事基地位置都没有在谷歌地图、苹
果地图等其他商业地图应用上出现。
另外，不仅在战区的军事基地得以显
现，在美国本土的军事基地也可在“热
力地图”上找到。

斯特拉瓦公司说，他们制作的“热力
地图”囊括了超过3000亿个独立数据点，
10亿个用户锻炼数据，这些数据都是用户
在锻炼时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上传
的。斯特拉瓦公司表示，他们会配合政府
部门解决敏感设施在地图上出现一事。

分析人士认为，军方泄密一事，也
与其移动设备管理条例存在漏洞有
关。美国海军陆战队规定，个人可穿戴
设备不能带有“电信通讯、无线网、拍
照、摄像、麦克风和录音”等功能，并且
“即便关闭上述功能，也不能使用具备
这些功能的设备”。但是根据条例，可
以使用具有蓝牙以及全球定位系统功
能的设备，而斯特拉瓦公司正是通过全
球定位系统获得数据的。
（新华社华盛顿1月29日电 记者

刘阳、孙丁）

健身软件泄露机密 美军回应加强管理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郑明

达、曹嘉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30日
就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即将访华答问时
表示，中英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务实
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不仅对两国
和两国人民有利，也有助于世界经济的
持续复苏。

在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说，当前中
英关系良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一带
一路”是中英双方可以发挥各自优势积
极开展合作、而且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的

一个重点领域，中英双方政府和市场机
构都有意愿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发
掘更多合作机遇、拓展更广阔发展前景。

她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
放包容的合作平台，已成为广受欢迎的
最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英国政府和梅
首相多次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去
年5月专门派特使哈蒙德财政大臣来北
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华春莹说，目前，中英双方正就梅
首相访华的安排和成果做最后的积极

准备和密切的沟通协调，相信梅首相此
访将有助于推动中英关系“黄金时代”
持续深入发展，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与欧
洲和西方的合作再上新台阶。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郑明

达、邵琦）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30日表
示，中方一贯高度重视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愿与包括新
加坡在内的各方加强沟通与协调，力争
尽快结束谈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贡献力量。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英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潜力巨大
中国愿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贡献力量

新华社莫斯科1月29日电 （记
者王晨笛）俄罗斯国防部 29日表示，俄
军当天在黑海上空成功拦截一架试图
接近俄边境的美国EP－3E“白羊座Ⅱ”
电子侦察机。

俄国防部发布媒体公告说，莫斯科
时间当天中午左右，俄军在黑海国际水
域上空探测到一架不明飞行器正试图
接近俄罗斯边境。俄防空部队立即派
遣一架苏－27 战机升空拦截，该战机
抵近目标后辨认出不明飞行器为美国
EP－3E“白羊座Ⅱ”电子侦察机。

公告说，俄战机在向基地汇报了美
军侦察机情况后执行了伴飞任务，并在
整个过程中一直与其保持安全距离。
美机遭遇拦截后随即改变航向飞离，俄
战机安全返回基地。

近年来，俄罗斯与北约在黑海地
区的较量逐渐升级，双方战机多次在

该海域上空遭遇。俄国防部去年 9月
公布了《俄罗斯联邦 2016 年海洋活动
领域国家安全状况综合评估》，将黑海
地区的复杂形势列为俄面临的主要威
胁之一。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9日电（记
者刘晨、朱东阳）美国国务院 29日称，
美方对俄罗斯军机当天在黑海上空的
“不安全”行为表示最高级别关切。

美国务院在当天发布的一份声明
中说，经美国海军确认，俄方一架
苏－27 战机当天在黑海国际水域上
空与美国侦察机进行了“不安全互
动”。双方飞机最近距离仅为 1.5米左
右，俄战斗机甚至直接从美侦察机前
方飞过。

声明称美方飞机完全依照国际法
行事，并呼吁俄方停止这些增加双方误
判风险、危及飞行员安全的行为。

俄国防部称俄战机在黑海上空拦截美侦察机
美方称高度关切俄美军机在黑海上空“不安全互动”

沙特联军呼吁

也门亚丁冲突双方立即停火

据新华社利雅得1月30日电（记
者王波）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30
日呼吁在也门临时首都亚丁爆发冲突的
也门政府军和南方分离主义武装立即停
火。多国联军发表声明说，联军再次呼
吁冲突双方立即停火，停止各种形式的
武装冲突，否则联军将采取必要措施以
维护亚丁的安全和稳定。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月29日电

（记者吕天然、陈晨）第 30届非洲联盟
峰会系列会议 29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
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盟总部结束，会议期
间多名非洲政要驳斥了个别西方媒体
有关“中国监视非盟”的报道。

针对法国个别媒体的有关报道，
参加峰会的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
亚姆·德萨莱尼 29日在非盟总部对媒
体表示，中国没有监视非盟，非中保持
着全面和战略性的关系，他不相信相
关报道。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在峰会闭幕
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没有发现
非盟总部大楼有任何受到监视的迹象，
非盟与中国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

塞拉利昂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常
驻非盟代表卡马拉也在会议间歇对媒
体表示，他不相信这一报道，中国是塞
拉利昂的伙伴，并且给予塞拉利昂大
量帮助。

中国驻非盟使团团长旷伟霖强调，
有关媒体报道内容完全不实。中国援
建非盟总部大楼是中国支持非盟的重
要举措，中国高度重视和非盟的合作，
双方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中非合作是
时代潮流，不会受该报道影响，中非关
系和中国与非盟关系将进一步加强。

第 30 届非盟峰会系列会议从 22
日持续至 29日，会议主题为“赢得反腐
败斗争的胜利：一条非洲转型的可持
续之路”。

非洲政要驳斥“中国监视非盟”报道
韩国说朝鲜取消

朝韩联合文艺演出

新华社首尔1月30日电 韩国
统一部 29日说，朝鲜当晚通知韩方取
消原定于 2月 4日在朝鲜金刚山地区
举行的朝韩联合文艺演出。朝方在通
报中说，韩国媒体持续发布舆论侮辱
朝方有关参加平昌冬奥会的具有诚意
的措施，甚至对朝鲜内部的庆祝活动
说三道四，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取消联
合文艺演出。韩国政府对朝单方面通
报取消原定活动深表遗憾，同时强调，
南北应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
履行好已经达成协议的事项。

美特使称俄同意在乌克兰

整个冲突地区部署维和部队

据新华社基辅1月29日电 （记
者钟忠、陈俊锋）美国政府乌克兰问题
特使沃尔科 29日称，俄罗斯在乌克兰
顿巴斯冲突地区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
问题上立场有所松动，俄“同意国际维
和行动逐步扩大到整个冲突地区”。

去年 9月，俄总统普京提议，可在
乌政府军与民间武装控制区的分界线
区域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但遭乌当
局反对，乌方要求将联合国维和部队
部署在整个冲突地区。

“嗒嗒嗒……”当地时间 1月 28日 6时许，一阵
枪声打破了中国第 5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梅纳卡
分遣队营区的寂静。
“3号方案，执行！”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全副

武装的分遣队官兵立即前出赶赴防卫地点，做好战
斗准备，整个过程不到 1分钟。几乎同一时间，位于
马里加奥的维和工兵分队大本营也响起警报，维和
官兵迅速奔赴各自战位。

这是中国蓝盔为应对恐怖袭击采取的具体行
动。据联马团东战区通报，当时恐怖分子正在攻击
梅纳卡的一处军事设施，事发地就在分遣队营区附
近。

今年以来，马里已发生至少 9起恐袭事件，造成
40余人死亡。任务区局势的急剧恶化，给联合国维
和人员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驻守在马里维和任务区，我们时刻面临恐怖

分子袭扰、汽车炸弹袭击和路边爆炸装置等威胁，
但中国军人不会退缩，坚决完成维和使命。”中国第
5批赴马里维和部队指挥长章海军说。

据介绍，连日来，在分析近期恐袭事件的基础
上，中国赴马里维和警卫分队和工兵分队全方位
组织防卫演练，检验和提高维和官兵的应急处突
能力，并完善了 20余种安全防卫预案。与此同时，
两支分队加强了与联马团指挥部门和维和友军之
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演练，确保部队有效履行维
和使命。

（本报马里加奥1月30日电）

上图：1月30日，中国第5批赴马里维和警卫分

队进行营区综合防卫演练。 韩立建摄

左图：1月28日，中国第5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

官兵赶赴各自战位，防范恐怖分子袭击。 岳洪跃摄

今年以来，马里已发生至少9起恐袭事件，造成40余人死亡——

马里恐怖袭击频发 中国蓝盔严阵以待
■岳洪跃 韩立建

战地砺兵 捍卫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