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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分析

新华社开罗1月3日电 （记者吴
丹妮、马哈茂德·富利）埃及卫生与人口
部部长哈拉·扎耶德 2日晚表示，埃及正
式批准在埃紧急使用中国国药集团新冠
灭活疫苗。

哈拉·扎耶德通过埃及电视媒体表
示，埃及药品管理局将于 3日把相关官
方许可送至卫生部，该许可已于 2日签
发，中国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
得到科学认证。

埃及卫生部 3日声明说，该国 2日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 1407 例 ，累计确诊
140878 例；新增治愈 654 例，累计治愈
113480 例；新增死亡 54 例，累计死亡
7741例。

2020 年 12 月 10 日晚，由阿联酋方
面向埃及卫生部提供的中国新冠疫苗运
抵开罗国际机场。中国驻埃及大使廖力
强 2020年 12月 31日代表中国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和埃及卫生与人口部副部长
穆罕默德·哈桑尼共同签署《中埃关于新
冠病毒疫苗合作意向书》。

埃及正式批准使用中国
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

2021年 1月 1日，葡萄牙接棒德

国，开始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

国。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当天在社交媒

体上表示，葡萄牙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期

间的优先工作，是确保新冠疫苗接种成

功以及推动欧洲经济和社会“实现公

平、绿色和数字化复苏”。

最近，英国与欧盟达成未来关系协

议，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

投资协定谈判，欧洲各国已全面启动第

一批疫苗接种计划。尽快启动欧盟经

济复苏计划，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进一

步提升经济增长的韧性与可持续性，成

为葡萄牙作为轮值主席国的第一要

务。科斯塔多次表示，今年要确保欧盟

7500亿欧元复苏计划第一阶段10％的

救援计划实现落地。

其次，推动社会融合，提升社会福

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是葡萄牙作为

欧盟轮值主席将要面对的第二项重要

议题。葡萄牙政府计划今年5月在波尔

图举办社会议题峰会。专家预计，此次

峰会可能通过一项欧盟“个人数字权利

公约”，以推动和保障个人在数字化时

代的权利。

再次，葡萄牙将继续坚持多边主

义，致力于提升欧盟的战略自主地位，

同时尽快启动欧盟与美国新一届政府

对话。葡萄牙还计划在5月举办欧盟－

印度峰会讨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问题，

在6月举办欧盟－非盟峰会。另外，葡

萄牙高级智库预测，葡萄牙将会利用其

与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推动欧盟与中

国务实的双边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葡萄牙政府

雄心勃勃，但要实现这些目标仍存在

诸多变数。疫情在重创欧盟经济的

同时，也加剧了欧盟内部的分裂。葡

萄牙能否发挥协调作用，有效弥合分

歧，将决定着欧盟经济复苏计划实施

的步伐。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经济学系国

家和法律社会学博士安东尼奥·卡西米

罗认为，葡萄牙将面临如何界定欧盟及

其成员国在应对新冠疫情中各自的职

责，这甚至可能导致重新厘清和修订有

关欧盟内部关系的条约。

科英布拉大学法学和国际关系学

教授古斯塔沃·巴蒂斯塔认为，英国退

出欧盟后，欧盟内部关系势必发生深刻

变化，原来由英法德作为欧盟核心决策

层的结构已经解体，其他国家希望在欧

盟内部事务特别是经济政策方面拥有

更多发言权，葡萄牙将面临欧盟内部民

主化的困扰。

（新华社里斯本1月1日电 记者
温新年、赵丹亮）

葡萄牙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

优先工作着眼防疫和恢复经济

1月 4日至 9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
长王毅将对尼日利亚、刚果（金）、博茨瓦
纳、坦桑尼亚、塞舌尔进行正式访问，这
将是中国外长连续第 31年新年首访选
择非洲。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还在全球肆虐，此访克服重重困难，体现
了中方对非洲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对发展
中非关系的坚定决心，将有力推动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
峰会成果落实，促进中非传统友谊进一
步发扬光大。

中国外长新年首次出访到访非洲的
传统始于 1991 年。中国政府非洲事务
特别代表许镜湖认为，这一优良传统彰
显了中非几十年来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的深厚情谊。
“在所有大国中，只有中国的外长能

够连续 31年每年首次出访都选择非洲，
这体现了中方对非洲国家的一贯重视。”
中国前驻南非大使刘贵今说，此访涉及
的五个国家涵盖了西非、中非、南非、东
非以及印度洋岛国，中方全面发展同非
洲国家关系，是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
体的深刻体现。

据了解，中方此前已向非洲 15国派
遣抗疫医疗专家组，同非洲 12国签署缓

债协议，减免非洲 15 国 2020 年底到期
的无息贷款债务。分析人士认为，携手
抗疫使中非友谊得到新的升华，此访也
将为提升非洲国家抗疫信心起到积极
作用。

许镜湖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和非
洲是国际事务中天然的同盟军，中国愿
意和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
国一道，共同应对危机，为世界和平发展
做出中国贡献，此访将继续向世界传递
这一重要信息。

2020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
政治成为阻挠国际合作的主要障碍。中
国非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新烽认为，
中方将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再次强调团结
合作，同非洲国家一道，坚定不移推动经
济全球化、捍卫多边主义，进一步维护发

展中国家的利益。
针对近来出现的各类挑拨中非关系

的谣言，李新烽表示，此访即是对外宣
示：中非友谊牢不可破，中非关系不针对
第三方，但任何第三方对中非团结的破
坏企图都是徒劳的。

2021 年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成果的收官之年，新一届论坛会议
将于今年在塞内加尔举办。据外交部介
绍，王毅此访还将就新一届论坛会议筹
备事宜同非方交换意见。

中非合作论坛自 2000 年 成立以
来，中非共同制订并相继实施了“十大
合作计划”“八大行动”，贸易额增长了
20 倍，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增长了 100
倍。分析人士表示，在此基础上，中非
未来在自贸区、数字经济、减贫、应对气
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大有可为，此访将

有利于推动后疫情时期中非关系取得
新发展。

许镜湖表示，中国脱贫事业取得
的伟大成就给予非洲人民极大鼓舞，
未来中非双方在减贫脱贫、经济恢复、
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力度还会继续
加大。
“疫苗合作等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

将是下一阶段中非合作的热点。非洲传
统医学用于防治传染病的相关研究也会
取得新进展。”李新烽说。

李新烽认为，接下来，中非合作还
会继续向民生方面倾斜，让中非关系
继续走深走实，走向民间、走向基层、
走向草根，进一步夯实中非关系的民
意基础。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记者马

卓言）

中国外长连续第31年新年首访选择非洲——

推动后疫情时期中非关系取得新发展

据新华社巴黎1月2日电 （记
者唐霁）法国总统府 2日晚发表新闻
公报说，2名法国士兵当天上午在马
里遇袭身亡，另有一名法国士兵受伤。

公报说，法国军人 2日上午在马
里梅纳卡地区执行任务时，乘坐的装
甲车遭到爆炸装置袭击。法国总统马
克龙向遇难士兵表达敬意，并重申法
国继续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

两名法国士兵在
马里遇袭身亡

据新 华 社 德 黑 兰 1月 1日 电

（记者夏晨）针对美国军方近日在伊朗
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伊朗伊斯兰革
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 1日表示，
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萨拉米在
当天举行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
“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遇难周年纪念
活动上说，美国近日增加在伊朗周边地
区的军事活动，伊朗已做好捍卫国家独
立、维护国家重大利益与成果的准备。

伊朗军方人士表示
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

据新 华 社 华 盛 顿 1月 1日 电

（记者邓仙来、孙丁）美国国会参议院
1日再次表决通过 2021财年国防授权
法案，从而推翻了总统特朗普此前对
该法案的否决。

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天以 80 票赞
成、13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再次通过
2021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由于国会
众议院已于上月 28日以 322票赞成、
87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再次通过这项
法案，国防授权法案在未得到总统签
字的情况下成为法律。

美国国会推翻特朗普
对国防授权法案的否决

2020年12月30日晚，中欧领导人

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在市场准入承诺、公平竞争规则、可持

续发展和争端解决四个方面达成重要

共识，涉及领域远远超越传统双边投资

协定。这不仅对中欧关系发展具有里

程碑意义，也将有力拉动后疫情时期世

界经济复苏，增强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

化和自由贸易的信心。

历时7年、35轮谈判，中欧投资协

定带来的市场机遇、发展机遇，将对中

欧企业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诸多积

极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中欧投资协定有助于优化

中欧双边贸易结构、拓展经济合作领

域、共享经济产业红利。2020年，在新

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中

欧双边经贸合作势头不减。对欧洲来

说，协定有助于帮助欧洲公司更好地

进入中国电信、计算机、金融、房产和

新能源等领域，分享中国规模经济红

利。对中国而言，在欧洲增进战略自

主、经济自主的大背景下，协定能够推

动中国企业加大对欧洲数字化、基础

设施、环保、生物医药等产业的投资，

加强双方经贸合作。

其次，协定促进建立更开放透明的

市场环境与准入机制，以及更公平的投

资保护标准，可以推动我国对外开放走

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此次中欧投资

协定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

模式，对外资的市场准入、营商环境、投

资准入前待遇都做出了符合国际法的

统一规定，保护外资的同时，也为我国

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完善的法律保护

和更加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在国民

待遇、最惠国待遇、禁止业绩要求等方

面，中欧企业将获得双方一致的高标准

投资保护，可大幅度减少中国企业对欧

投资的法律障碍，有助于我国实现从净

投资目的地向对外投资国的转型，为中

国资本“走出去”保驾护航。同时，协定

意味着中国将在市场开放和制度性规

则两个维度上对接国际标准，以更高水

平融入全球经贸发展大潮。

再者，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的当下，中欧双方加强抗击疫情合作、

拓展经贸投资空间，将有力推动世界经

济复苏。当前世界经济面临深度衰退，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盛行，国际多边经贸规则

受到冲击。值此之际，中国坚定支持多

边主义，先后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对加入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积极表

态、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展现了中

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

心。同时，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绿色发展、科技投资等一些议题上秉承

开放姿态，以合作求共赢，有力维护了

全球供应链稳定，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与

贸易投资自由化，对于推动世界经济复

苏具有重要意义。

中欧经济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这份平衡、高水平、互利共赢的投

资协定，将为中欧相互投资提供更大的

市场准入、更高水平的营商环境、更有

力的制度保障、更光明的合作前景，也

将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中欧两

大市场的重要贡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

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将产生诸多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开启中欧经济合作的崭新篇章
■刘 典

2020年 11月 11日凌晨 6时，东非
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州的荒漠，广袤而
寂静。

已经赶了几个小时夜路，困意阵
阵袭来。但想到被困战乱地区的 400
多名同胞正翘首盼望祖国接应，我们
又打起精神与时间赛跑。

11月 4日，埃塞北部提格雷州当
地武装与联邦政府军队突发武装冲
突，埃塞政府随即宣布该州进入 6个
月的紧急状态。随着冲突进一步升
级，当地局势骤然紧张。

此时，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及
附近地区，有包括中国交建、中国能
建葛洲坝等企业员工在内的 400多名
中国同胞被困。11月 8日晚，使馆党
委召开紧急会议，初步定于 11 日开
始，将我被困同胞经阿法尔州撤至首
都亚的斯亚贝巴。使馆决定成立由
我带队、以武官处为核心的前出工作
组，10日凌晨动身赶赴阿法尔州与提
格雷州边界的阿巴拉镇，接应护送被
困同胞。

我顿时感到肩上千钧重担。从受
领任务到计划实施已不足 30小时，而
准备工作千头万绪：安排交通与通联
工具、制订撤离组织程序、协调沿途安
保、制订防疫措施……当天夜间，工作
组进行第一次碰头会，研究形势、明确
分工，做好各种准备。

为确保工作组与撤离车队沿途
安全，9 日一早，我赶到埃塞军队总
部，协调派遣武装护卫事宜。“中国兄
弟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对方当即决
定派出特战队员全程武装护卫。事
后我们才知道，这些特战人员平时主
要负责埃塞军队高级将领的安全警
卫，这是首次护卫外国公民。显然，
这是埃塞军方出于两军深厚情谊作
出的特殊安排。

在全馆动员下，到 9日晚上 10时，
海事卫星电话、对讲机、扩音器、方便
食品、饮用水、宿营物品等物资已经准
备就绪。

10日凌晨 4时许，赵志远大使在
国旗旗杆下为工作组壮行。我代表工
作组郑重表态：“请大使放心，我们一
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根据计划，位于阿法尔州首府塞
梅拉的中交工业园，将作为撤离队
伍返回途中休整、补给的中转宿营
地。工作组连续驱车约 600 公里，当
天下午抵达后，立即组织工业园和
相关方面负责人开会，逐一敲定停
车、用餐、住宿、安全、疫情防控等保
障细节。

在武装冲突的紧张气氛下，悬挂
提格雷州车牌的庞大车队通过沿途关
卡极易受阻。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与
副武官陈高峰临时拜会了阿法尔州警
察署长。在了解我方撤离计划后，署
长当即答应提供便利，并当场给沿途
警察部门负责人打电话，要求全力配
合、为中国车队放行。

11日凌晨车队再次出发，于 9时

前抵达约 450公里外的阿巴拉镇。终
于，撤离车队的长龙从远处缓缓驶近，
在路边迎候的工作组激动地挥手致
意，撤离队伍也传来一片欢呼。同胞
们有的向我们挥手，还有的下车给我
们送来水果和干粮。疫情期间不便握
手和拥抱，但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对祖国和亲人的感谢。

由于还在交战区，车队不宜久
留。9时 15分，撤离车队完成重新编
组后，启程开往塞梅拉中交工业园。
车队中各型车辆性能差别大，还有 25
辆临时改装的自卸卡车，速度上不
去。为兼顾行车安全和整体推进速
度，我们与埃塞护卫队默契配合，采用
“滚动式”“波浪式”前推战术，即武官
处车辆与护卫车率先抵达检查哨卡，
沟通相关事宜，待后续车辆全部通过
后，再迅速从队尾一路赶超，前往下一
个检查点。考虑到仍有车辆可能掉
队，我们除了安排专人专车负责断后
外，还提前打印了若干份撤离车队的
统一标识，每到一处检查站就向其提
供，要求检查站看到同样标识的车辆
后予以放行。

撤离队伍抵达中交工业园时，已
是入夜时分。在中交项目部的努力
下，我们出发前那片空旷的工地，已变
成整齐有序的宿营地：设置足量停车
位，备好了足够的油料供车辆加油，新
增洗手点及消毒点，通风良好的厂房
内准备了有海绵床垫和蚊帐的铺位，
入口处设置了防疫点，配备了充足的
口罩、消毒液及测温仪。

安顿好大家食宿后，我召集相关
企业撤离负责人在停车场碰头，要求
大家继续保持警惕，按预案做好第二
天撤离行程准备。

散会后，工作组又巡查了宿营区
安全和防疫情况。多数人已经入睡，
还有人在摸黑看手机、发信息，看到我
们便挥手轻声打招呼。这些被困交战
区的同胞，在焦虑担心中度过了数个
日夜，现在因祖国的呵护，心情终于平
静下来。“一定要把他们平安带回去，
一个也不能落下！”我这样告诉自己。

12日凌晨，车队再次开拔。沿途
气氛比我们前出时愈发紧张，不时遇
到运送坦克、高炮等重装备的平板车
和满载军人的卡车开往提格雷方向，
临时检查站数量几乎翻倍，检查力度
也明显加大。

当晚 7时，撤离队伍终于抵达亚
的斯亚贝巴市郊的预设接应点，赵大
使专门在公路边迎接。我整理着装后
报告：“撤离同胞全部安全带回，顺利
完成任务！”大使眼神里满是激动和喜
悦：“同志们辛苦了！感谢大家！”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

么响亮……”现场同胞自发唱起了《歌
唱祖国》。这一刻，身为中国军人的我
们，尤其感到光荣和自豪。没有任何
困难能阻止我们，也没有任何危险能
使我们退缩——因为那一刻，我们代
表祖国。

奋战3昼夜，将同胞从武装冲突地域接应护送至

亚的斯亚贝巴—

为了同胞的安全，我们无畏逆行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国防武官 洪星曦

日前，中国第 19批赴黎巴嫩维

和建筑工兵分队组织整建制出动演

练，检验了分队在紧急情况下的快

速反应能力。图为车辆按预定计划

出动。

刘雄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