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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日前，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
毅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电话，
双方对中俄关系给予高度评价，表示中
俄两国拥有非常紧密的战略关系，中俄
协作永无止境。

在过去的一年里，经受了世纪疫情
洗礼和百年变局考验，中俄新时代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提升。从守望
相助携手抗击疫情，到科技创新等领域
开展务实合作；从双边贸易稳步发展，
到共同抵制“政治病毒”，维护二战胜利
成果与国际公平正义，中俄相互呼应，
发出坚持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性挑
战的时代强音，为动荡不定的国际形势
注入了正能量和稳定性。

树立抗疫合作典范

“中国加油！我们在一起！”早在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俄方就给予了中
方坚定的政治、道义和物资支持。

当俄罗斯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阶
段时，中方在做好本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尽己所能向俄方提供支持和
帮助，除开展医疗互助和抗疫经验交
流外，中方持续向俄方提供大量抗疫
物资，成为向俄罗斯提供抗疫物资支
持最有力的国家。通过借鉴中国经
验，俄罗斯加快建设符合本国国情和
当地实际的方舱医院，新冠肺炎患者
诊疗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中俄科技界通过两国外交机构建
立了直接的疫情通报机制，双方相互
发送各自不断更新的疫情通报、诊疗
方案、防控指南、流行病学调查等信
息，为中俄两国部署防控工作提供了
重要参考，也为中俄合力切断疫情跨
境传播提供了重要保障。此外，中俄
双方在疫苗研发领域也开展了卓有成
效的合作。

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
总统多次通话，在主要大国中保持了高
水平的战略沟通。中俄领导人还在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
会等多边场合，共同呼吁国际社会凝聚
抗疫合力。

从高层引领到民间交流，从物资
援助到信息共享，从经验分享到疫苗
研发，全方位、多层次的抗疫合作，体
现了中俄两国人民患难与共、互相帮
助的传统友谊，也彰显了新时代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和特
殊性。正如俄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
访时所说，“中俄合作堪称国际抗疫合
作典范”。

保持经贸合作良好态势

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
中俄经贸合作依然攻坚克难，扎实推
进。

中国海关总署 1月 14日公布的统
计数据显示，2020 年中俄贸易额为
1077.65 亿美元，同比下降 2.9%。在业
界普遍预计中俄全年贸易受疫情影响
将下降较多时，最终的双边贸易额仍突
破了 1000 亿美元，这充分体现了中俄
两大经济体之间贸易的紧密度、依存度
和互补性越来越强。

而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的统
计数据，2020 年前 10个月俄罗斯对中
国贸易占其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高
达 18.4%，比去年同期增长 2个百分点，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成为俄罗斯
第一大农产品出口目的地国，同时继续
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专家表示，中俄双边经贸关系的强
大韧性和巨大潜力决定了疫情的冲击是
暂时的，双边经贸合作的基本面并未改
变，合作长期向好的态势也不会改变。
在双边贸易稳步发展的同时，两国在基
础设施、工农业、能源、创新等领域的大
型项目正在得到落实，地方合作、数字经
济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跨境电商等合
作新业态方兴未艾。

此外，在过去一年中，“一带一路”
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稳步推
进，中俄务实合作在疫情冲击下不仅没
有放缓，很多领域还取得新的进展。中
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亚马尔液化天然气
项目、中欧班列等一大批能源和互联互
通示范性大项目，有力地促进了中俄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

未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
经济联盟深度对接，中俄合作必将有力
促进地区一体化和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为世界经济复苏打造新的增长点。

维护全球战略格局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再次表
明，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
必须团结合作、共同应对。作为负责任
的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中俄两国持续加强战略沟通与协调，
携手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反对霸权主
义和单边行径，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成为
维护全球战略格局稳定的重要力量。

过去一年，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
5次通话，多次互致函电，共同出席一
系列多边视频峰会，就中俄关系和重大
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新的
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
续提升，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

国成立 75周年之际，中俄两国共同庆
祝，携手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展示捍卫
国际公平正义的坚定决心，在二十国集
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
架内发挥重要引领作用，成为维护国际
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的中流砥柱。

新冠病毒肆虐，随之兴风作浪的还
有危害更甚的“政治病毒”。中俄引领
国际抗疫合作，支持世卫组织发挥全球
抗疫领导作用。面对个别国家的无理
攻击与抹黑，双方相互支持，彼此仗义
执言，成为“政治病毒”攻不破的堡垒。

今年是对中俄两国具有特殊意义
的一年，双方将共同庆祝《中俄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签署 20周年。条约确立
的世代友好理念和新型国际关系原则
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其强大
生命力和示范效应在当前国际形势下
将持续显现。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
引领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俄
合作将保持蓬勃向好的发展势头，为
后疫情时期的全球治理发挥更大建设
性作用。

上图：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从黑龙

江省黑河市入境，终点是上海市，途经

9个省（区、市），全长5111公里。图为

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黑河首站

场区，工作人员从管线旁经过。

新华社发 （资料图片）

中俄携手，发出坚持多边主义的时代强音
■本报记者 徐 琳

2 月 4日，腊月廿三，是中国北方农
历小年。这一天，孟加拉国的华人微信
朋友圈比往常热闹许多，很多人都晒出
了中国驻孟加拉国使馆赠送的“春节
包”，其中不仅有口罩、洗手液等防疫用
品，还有来自祖国的节庆美食。
“感谢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赠送

的新年礼物，承载了党和国家以及使馆
对我们的关怀和厚爱。‘新年大礼包’让
这个特殊的小年变得沉甸甸，使在孟华
人倍感温暖和安心。”有网友在朋友圈这
样写道。

同一天，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向
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华侨发放首批“春节
包”并送上新春祝福，其中含有一套由中
国厨师制作的正宗中餐“年夜饭”，洋溢
着满满的春节气息。同时，根据计划还
将有 1500 份“春节包”陆续发放到当地
华人的手中。

千里送温情，心安是吾乡。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尚未得到完全控制，
不少远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响应“非必要、
非紧急、不旅行”倡议留在当地过春节。
但遥远的距离阻断不了亲情，也阻断不
了祖国的关爱。早在 1月中旬，外交部
发言人表示，中国驻外使领馆将在春节
前陆续向留学生等群体发放“春节包”，
并继续调动各方资源，着力解决海外同
胞的实际困难，切实维护他们的健康安
全和正当权益。

漂洋过海的“春节包”里，除了有防
疫物资外，中国驻外使领馆还想方设法
送去温暖与美好祝福：在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春节包”里有寓意红红火火的红
灯笼；在乌干达，“春节包”上倒贴着中文
“福”字，寓意新的一年“福到了”；在泰
国，一副写有“一帆风顺年年好，万事如
意步步高”的对联让人倍感亲切……

世界各地的“春节包”虽各不相同，
却来自同一份牵挂。海外同胞收到中国
驻外使领馆发放的“春节包”后，纷纷开
始给祖国“返图+好评”，成为春节前夕
暖人的画面。

孟加拉国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会长邱
晓滨代表华联会接过 846 个沉甸甸的
“春节包”时说：“春节是华人最重要的传
统节日，是阖家团聚的时刻。在这样的
时刻，能收到‘春节包’，使我们深深感受
到祖国母亲的温暖。虽然身处异国他
乡，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切切的故乡
情！”

不少海外学子与华人华侨也纷纷在
网上表示，“满满的都是家里的爱和关
心，大家春节快乐！”“收到来自祖国的爱
了，感谢祖国关怀！”

此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多点暴
发，中国驻外使领馆迅速向留学人员发

放“健康包”。截至 2020 年 12 月 17 日，
中国已向 100多个国家的 500多万海外
同胞发放了防疫物资，基本实现了对华
侨主要居住国全覆盖。如今，“春节包”
陆续发放，从“健康包”到“春节包”，每一
份都是来自祖国的牵挂，就如同一位网
友所言：“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后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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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3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

说，俄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5

年，有效期至2026年2月5日，条约内容

保持不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在

美俄关系处于紧张时，对俄罗斯远程核

武器数量加以可验证限制显得至关重

要。美国将利用5年的延长期寻求与俄

方达成涉及俄所有核武器的军控协议。

作为目前美俄两国间唯一有效的核

军控条约，从短期来看，该条约的续签是

美俄双方紧急按下“核暂停按钮”的明智

之举，为全球战略稳定增加了重要砝

码。但条约延长并不意味着往后核不扩

散机制的高枕无虞。下一步美俄还要就

进一步核军控展开多轮对话和谈判。就

目前看来，未来两国就签署新条约达成

共识仍旧阻碍重重。

非核武器因素或将成为美俄进一步

交换筹码。近年来，随着美俄两国在非核

战略武器领域的快速发展，类似高超声速

武器、先进反导系统、太空力量、网络空间

力量等同样能够影响双方战略稳定的进

攻性战略选项，已经成为美俄无法绕开和

回避的现实问题。就美国而言，鉴于俄方

近年来在高超声速武器领域的领先优势，

美希望将高超声速武器纳入新条约；而俄

方则始终对美部署在东欧地区的反导系

统顾虑颇多，同样希望在新条约中能包含

限制反导系统的规定。

战术核武器成为双方主要关注点。

美方自特朗普政府重启战术核武器研发

进程至今，已在W76-2核弹头、B61-12

核弹方面取得了进展。虽然美方声称，

只是为了获得更加灵活多样的威慑手

段，但战术核武器实战化部署、应用的思

路，已在实质上降低了核武器使用门

槛。这一“冒进”的战略选择已经对全球

战略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为此，美俄

针对新军控条约的谈判或将把战术核武

器列入谈判内容。

早在 2018年初宣布退出《中导条

约》的意向以来，美国就一直利用各种机

会试图强拉中国进入多边军控谈判。在

未来美俄军控谈判中，美极有可能重提

核军控多边化议题，旨在将本是美俄双

边的军控条约拓展为三边军控条约，通

过限制他国，以保证自身的绝对核优势。

综上所述，《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的续签很大程度上是美俄这两个核大国

为节约军备竞赛成本、实现核力量结构

转型而心照不宣的暂时“握手言和”。美

方同意延长条约，被相关领域专家认为

是出于“精明的计算”，而非对于核军控、

核裁军的真实关心。未来，核军控之路

仍荆棘塞途，若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有

效核军控、维护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维护

全球战略稳定，还需要付出更多的诚意

与努力。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外国军事研究所）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签，很大程度上

是美俄基于多种考量的暂时“握手言和”——

核军控之路仍荆棘塞途
■李 喆

英国电信局宣布吊销中国国际电视

台（CGTN）在该国的广播许可。这是英

国监管部门对中国媒体的政治打压，源

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英国政府

必须立即纠正其错误行径。

中国国际电视台在英国落地以来，严

守英国法律法规，恪守新闻职业道德，以

客观、公正、真实、准确的原则开展新闻报

道，为增进中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发挥了

积极作用。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秉持专

业理念，在英国既没有搞意识形态输出，

也没有热衷于“挖掘黑幕”“爆料炒作”，他

们的报道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然而，英方一边打着“新闻自由”的

旗号，一边却对中国媒体在英正常报道

工作横加阻挠。英方如此行径暴露出其

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是赤裸裸的

双重标准。

英方无端挑起意识形态对立，干扰

中国媒体在英国开展正常报道活动，阻

碍了两国间正常人文交流，给中英关系

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英方对中国媒体的打压，企图损害中

国媒体声誉，事实上反而有损其自身形象。

英国一直积极推行其所谓“全球英国”计划，

希望“脱欧”后能进一步打开国际局面。但

英方罔顾事实，执意政治打压中国媒体，这

种低级的短视行为，必然会损人害己。

促进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

融合是各国媒体的重要责任，也是世界各

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任何基于意识形态

偏见、画地为牢的政治打压都必将失败。

英方须认识到这种做法不得人心，应立即

改弦更张，撤销对中国国际电视台的无端

打压限制，以利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英方须立即纠正打压中国媒体的错误做法

据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记者
许可、董雪）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5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说，此次世界卫生组织专
家来华是全球溯源科研合作的一部分。
中方希望有关各方像中方一样，在溯源
问题上采取积极、科学和合作的态度，邀
请世卫组织专家开展溯源研究。

汪文斌说，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
科学问题，涉及多国多地，应由全球科学
家合作开展有关工作。中方始终坚持开
放、透明的态度，同世卫组织就全球病毒
溯源保持密切沟通合作。

他说，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

溯源联合专家组国际专家自 1月 28日结
束集中隔离期以来，与中方专家一道进行
了实地考察，并就共同关心的科学问题进
行了多轮科学、专业、坦诚的交流。中国
政府为此提供了大力支持协助，世卫方面
及国际专家对此给予积极评价。

据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记者
许可、董雪）据报道，圭亚那政府当地时
间 4日宣布终止台湾在圭设立“台湾办
公室”协议，表示将继续遵循一个中国原
则。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5日表
示，圭方及时纠正错误，有利于双边关系
大局。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建交国与台湾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
汪文斌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
坚决反对任何建交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
式的官方交往。圭亚那政府秉持一个中
国原则的正确立场，宣布终止台在圭设立
机构有关“协议”，并重申重视发展对华友
好关系、不与台建立所谓官方关系。圭方
及时纠正错误，有利于双边关系大局。
“事实再次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公

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台分裂行径和拙劣表演不得人心，丑恶嘴
脸暴露无遗，注定贻笑大方。”汪文斌说。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希望有关各方在病毒溯源问题上采取积极、科学和合作态度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建交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

据新华社罗马2月4日电 （记
者叶心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4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食糖、谷物和
植物油价格上涨，今年 1月全球食品
价格连续第 8个月攀升，升至 6年半来
的新高。

数据显示，1月粮农组织食品价
格指数为 113.3 点，环比上升 4.3%，创
下自 2014年 7月以来的新高。

其中，由于玉米价格飙升，1月谷
物价格指数环比上升 7.1%；食糖及植
物油价格指数涨幅也较为明显，环比
分别上升 8.1%和 5.8%；乳制品及肉类
价格指数涨幅较小，环比分别上升
1.6%和 1%。

全球食品价格

连续8个月攀升

新华社喀布尔2月5日电 （记
者陈鑫）阿富汗政府官员 5日说，阿北
部昆都士省当天发生一起亲政府民兵
与塔利班武装分子之间的冲突，造成
26人死亡、9人受伤。

昆都士省汗阿巴德地区副行政长
官库特拉图拉·萨菲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电话采访时说，当天凌晨，亲政府民
兵与塔利班武装分子在该地区发生冲
突，造成 16名民兵、10名塔利班武装
分子死亡，另有 4名民兵和 5名武装分
子受伤。

目前，塔利班方面还没有对冲突
事件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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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分歧众多而推进缓慢。与此同时，
双方冲突也一直未停止。

阿富汗北部武装

冲突致26人死亡

本报亚丁湾2月4日电 王健报道：
当地时间 2月 3日上午，中国海军第 36
批护航编队和第 37批护航编队在亚丁
湾东部海域举行分航仪式。随后，第 37
批护航编队开始独立接续护航任务。

当日，两批护航编队组成分航队

形。第 37批护航编队指挥员宣布分航，
编队各舰发射信号弹，鸣笛 30秒，编队
指挥员相互挥手致意。鸣笛完毕，两批
编队转向分航。第 37批护航编队正式
接过护航接力棒，继续执行中国海军护
航编队第1374批护航任务。

中国海军第36、37批护航编队举行分航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