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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5日至 29日，世界经济论坛

以“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任”为主

题举行“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25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

出席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在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数突破一亿、全球经济陷

入深度衰退的当下，这样一场对话和这

样一份致辞，对于正处于十字路口的世

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4年前，正是在达沃斯的会场上，

习主席发表了一场里程碑式的演讲，以

“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的比喻生动

形容遭受质疑的经济全球化，深刻回答

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

之问。4年间，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

议落地、举办进博会、削减外商投资负

面清单改善营商环境，中国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合

作，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国言行一致的责任担当，让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将中国评价为国际合作和

多边主义的支柱。

迷雾虽已廓清，但这4年间，世界仍

在汹涌的波涛中晕头转向。尤其是过去

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

球，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世

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人类经历了史上罕

见的多重危机。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

2020年世界经济萎缩4.3%，1.31亿人陷

入贫困，更遑论超过200万人失去生命，

每一个人都身处病毒的威胁之下。世界

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流

行性疾病、极端气候、环境破坏等因素在

短期内仍对人类的生存安全构成极大风

险。论坛创始人施瓦布表示，2021年是

关键的一年，是对未来至关重要的一年。

百年变局背景下的全球大灾疫中，

世界更加渴望听到中国的声音。在特

别致辞中，习主席以宏阔的国际视野和

高度的责任担当，廓清错误认识、厘清

发展出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

包容增长；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

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克服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鸿沟，共同推动各

国发展繁荣；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

同缔造人类美好未来。习主席从四个

方面把脉时代、指出症结，勾勒出人类

走向美好未来的路径。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既是大发展的时代，也是大变革的时

代。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

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

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坚持与

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只有维护和践

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才能应对和解决世界面临的错综复

杂的问题。《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

谢利克·科尔容巴耶夫表示，中国领导人

在特别致辞中对践行多边主义进行了

深入阐述，为全球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全球经历经济持续低迷，又遭受

新冠肺炎疫情重重一击时，中国人民经

过长期艰苦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

利在望，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成果，开启

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

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并首次成为全

球外资首选目的地。因而对于世界而

言，中国将向何处去，显得格外重要。

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

作，继续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

促进可持续发展，继续推进科技创新，继

续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5个

“继续”，不仅给国际社会树立了一个航

向标，也为忧心忡忡的世界吃下一颗定

心丸。中国的发展，不是单打独斗、孤芳

自赏，而是互利共赢、共同提高。作为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

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还将继续为推动

世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注入正能量。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

个共同的未来。当前，全球抗疫取得初

步成效，但疫情仍有反弹。在人类社会

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今天所作的每一

个抉择、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将决定世

界的未来。这场对话会适逢其时，以对

话方式探讨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凝聚全

球共识，重建国际互信，共谋未来发展。

习主席发表的特别致辞在国内外所引起

的强烈反响表明，高举多边主义的火炬，

人类方能应对困难挑战，携手走向美好

未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
融研究院）

高举多边主义火炬 携手走向美好未来
■刘 典

为期 5天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
议程”对话会 29日落下帷幕。在新冠疫
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沉疴未去、新忧不
断，人类社会来到重要十字路口的背景
下，全球 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多位
政商界和社会组织领导人共聚“云端”，
一同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找共识与良
方。与会者普遍认为，面对疫情带来的
深刻变化，各方必须加强团结合作，高举
多边主义大旗，共同应对新冠疫情、经济
衰退等全球性挑战。

强化多边合作

在此次对话会上，强化多边合作成
为各方广泛共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为防
止世界发生倒退，尤其是大国之间发生
分裂，国际社会应努力建设一个拥有强
大多边机构的多极世界，在普遍尊重国
际法的前提下共同发展全球经济。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试图建立“单一
中心、单极化”世界格局的时代已经结
束。当前，世界出现了多个“发展中心”，
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特质，
建立协调各方利益的机制至关重要。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这是一个多边
主义的时代，在制定德国乃至欧盟国家
复苏政策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应
减少而应增多。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
瓦布主张：“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多边体
系，一个公平的多边体系，一个考虑到
21世纪需要的多边体系。”

携手抗疫与发展

围绕抗疫和复苏这两大人类当前面
临的最大挑战，与会者纷纷主张加强统
筹协调和系统性合作。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认为，疫情蔓延
使多边机构在促进协调、合作和共同战
胜病毒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凸显。要想
结束世界范围的疫情大流行，就要扩大
疫苗推广方面的合作，以确保所有国家
在疫苗获取方面不掉队。

此外，与会者也将目光投向气候变
化、数字化革命、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
关乎人类长期发展的话题。

古特雷斯强调，在疫情后的恢复阶
段，高质量的教育和数字技术应该成为两
个重要的赋能者和平权者，发展中国家应
该平等地参与到全球化之中。他还说，世
界需要打开可再生能源的“绿色开关”，这
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更健康的未来。

中国贡献正能量

对话会上，中国领导人发表特别致
辞，为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课题指明
方向和出路，为弘扬多边主义提振信心，
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挑战增添动力。

施瓦布表示，在人类历史至关重要
的时刻，中国领导人强调维护和践行多
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指

出各国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携手应
对全球性挑战，这些主张将产生非常积
极的重要影响。
《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谢利克·

科尔容巴耶夫表示，中国领导人在特别致
辞中对践行多边主义进行了深入阐述，为
全球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坚持正确义
利观，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发声，为全球抗
疫贡献力量，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2021 年中国经济有基础、有条件

延续稳健复苏态势，为世界经济复苏作
出更大贡献。”在线参与对话会的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中国及亚太区主席陶
匡淳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据新华社日内瓦1月29日电 记

者沈忠浩、凌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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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布达佩斯1月29日电 （记
者袁亮）匈牙利首席医疗官米勒·塞西莉
亚 29日宣布，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
疫苗已获准在匈牙利使用。

米勒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
一消息。她说，匈牙利国家药学与营养
研究所 29日通过了对中国国药集团生
产的新冠疫苗的审批。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当天早些时候在
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对中国的
新冠疫苗很有信心。

匈牙利新冠疫情防控中心 29 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该国过去 24小时新增确
诊病例 1459 例，累计确诊 364909 例；新
增死亡病例 83例，累计死亡 12374例；累
计治愈 254783例。

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疫苗
获准在匈牙利使用

新华社北京 1月 29日电 （于佳
欣、唐诗凝）商务部 29日发布数据显示，
截至 2020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超 2.3万亿美元，比 2015年末翻一番，对
外投资大国地位稳定。

商务部当日召开 2020 年商务工作
及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明在会上介绍，2020年我国对外直

接投资 1329 亿美元，位居全球前列，实
现规模总体稳定、结构更加优化。

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77.9 亿美元，增长
18.3%，占全国对外投资比重上升到
16.2%。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
额 911.2亿美元，占全国对外承包工程的
58.4%。

此外，我国对重点行业投资实现较
快增长。对装备制造业、信息技术业、科
研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21.9%、
9.6%和 18.1%。

钱克明还表示，对外投资产业集聚
效应显现。截至 2020年底，我国境外经
贸合作区累计投资 3094亿元，为当地创
造了37.3万个就业岗位。

“十三五”期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翻一番

据新华社莫斯科 1月 29日电

（记者吴刚）俄罗斯国防部 29日正式
接收俄首架量产苏-57战斗机。据俄
国防部网站当天发布的公告，这架
苏-57 战斗机编号“01”，将在俄空天
军服役。位于俄远东地区阿穆尔河
畔-共青城的苏霍伊公司从 2021年起
将大幅增加苏-57战斗机生产能力，
目前正加紧完成向俄国防部供应 76
架苏-57战斗机的任务。

俄国防部接收首架

量产苏-57战斗机

据新华社喀布尔 1月 30日电

（记者陈鑫）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
30日发生一起汽车炸弹袭击，造成 8
名安全部队士兵死亡。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
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该组织发动了
希尔扎德地区的袭击。阿富汗政府与
塔利班的谈判于2020年 9月 12日在卡
塔尔启动，试图为阿富汗局势找到政
治解决方案。但由于分歧严重，谈判
进展缓慢，双方冲突也一直未停止。

阿富汗汽车炸弹

袭击致8人死亡

环球军情

右图：1月 27日，在摩洛哥卡萨布

兰卡，工作人员整理刚刚运抵的中国新

冠疫苗。摩洛哥卫生部27日发布公报

说，该国已收到第一批由中国国药集团

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 新华社发

1月26日，在塞拉利昂佩佩尔港，一艘远洋船正在装载新唐克里里铁

矿石，等待运往中国。29日，塞拉利昂新唐克里里铁矿项目首船铁矿石从

该国佩佩尔港口起航前往中国。这是该项目启动以来首次装船发货。

新华社发

1月 24日，据外媒报道，韩国国

防部长官徐旭与美国拜登政府的新

任防长奥斯汀通电话，重申美韩联盟

牢不可摧，两国防务部门将继续保持

紧密合作。当前，面对拜登政府，韩

国政府明确释放出改善美韩关系的

信号，美韩联盟是否将有所发展令人

关注。

历经近70年发展的美韩联盟，已

经成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依

托。但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对联盟关

系采取了一种“交易主义”的态度，把

对盟国的安全支持视为商品，需要盟

国支付相应的费用，对盟国的包容

度、支持度都有所下降。拜登政府与

之不同，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要

改善联盟关系。韩国希望与美国继

续巩固联盟，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安

全方面进行密切合作，美国则表示在

处理朝核问题上会更多地与韩国进

行沟通。

上述情形表明，美韩双方在拜登

政府时期对联盟各有期望。但美韩联

盟的发展仍将面临多重困境。

一是如何推动朝核问题的逐步解

决。韩国政府希望通过自身的居中协

调，能够促进美朝关系的缓和，进而能

够促进朝鲜半岛形势的稳定。韩国政

府希望在拜登政府期间，韩国能够继

续发挥“协调者”的作用。不过，显然

拜登政府面临着特朗普政府遗留下来

的朝核问题的僵持局面，想要有所突

破存在难度。

二是美韩防务费用分担的协

商。美韩防务费用分担是美韩联盟

之间的老问题，虽然在特朗普政府

之前也曾出现过类似摩擦，不过涨

幅都不算太大，最终都能得以解

决。但此前特朗普政府在该问题上

的要价实在太高，驻韩美军费用增

幅过大令韩国难以接受，导致双方

对该问题的协商多次未果，甚至影

响了驻韩美军的运作。如今，随着

拜登政府上台，该问题有望得到解

决。毕竟，拜登承诺不会以撤出驻

韩美军来“敲诈”韩国。两国防长最

近的通话也有意推动美韩联盟继续

发展，不想因为防务费用分担的矛

盾而有所耽搁。

三是美韩多边合作存在不确定

性。相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拜登

政府在多边主义方面更加积极。韩

国总统文在寅近日也表态希望通过

卫生、安全、经济、气候变化等全球

性问题方面的合作加固美韩联盟。

但对拜登政府而言，目前美国国内

问题焦头烂额，必定会占据优先议

程，在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全球治理

方面能有多少精力和多大作为还存

在不确定性。在多边合作方面，盟

国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美韩

之间的合作究竟能落实到多大程

度，需要打一个问号。

总之，随着拜登政府逐步就位，美

韩联盟将迎来新的阶段。不过，拜登

政府执政初期的施政重心主要是国内

议题，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是重中之

重。对于美韩联盟而言，相关任务存

在由易到难的顺序，美韩双方解决彼

此间的内部问题和增加多边合作更为

容易，但在解决朝核等问题上协调难

度较大。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
中心主任）

美韩合作面临多重困境
■凌胜利

塞拉利昂铁矿石
发往中国

据新华社巴格达 1月 28日电

（记者张淼）伊拉克总理卡迪米 28日
宣布，伊拉克安全部队根据情报采取
军事行动，打死“伊斯兰国”指挥官艾
萨维。卡迪米没有透露行动的具体时
间和地点。

据当地媒体报道，艾萨维负责在
伊拉克境内策划、指挥恐怖活动。

伊拉克安全部队

打死“伊斯兰国”头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