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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瑞士进行国
事访问。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中瑞关系，推
动中欧关系向前发展。

当前，中国与瑞士关系闪耀着诸多亮点。
中瑞关系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
和不同大小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样板。

位于中欧内陆的瑞士不大，面积约 4 . 13
万平方公里，全国人口只有 800 多万。但这个
国家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在发展对华关系上，瑞士创造了多个“第
一”。1950 年，瑞士与中国建交，成为最早与
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1980 年，瑞士企
业与中方成立了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工业企
业。2007 年，瑞士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
市场经济地位的欧洲大陆国家。2013 年，瑞
士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欧洲大
陆国家。2014 年，《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
正式生效实施，瑞士成为中国在欧洲大陆的
首个自贸伙伴。瑞士还积极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是最早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之一。

近年来，中瑞关系发展成果丰硕，亮点纷呈。
亮点一：两国在政治互信方面达到的新

高度令人瞩目。中瑞高层往来频繁，使双方在

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为两
国关系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中瑞政府间
20 多个对话磋商机制运转顺畅，为双方加强
各层级协调和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亮点二：两国经贸合作不仅务实而且高
效。瑞士是中国在欧洲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
是瑞士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瑞自贸协定自 2014年正式生效以来执
行情况良好，双边贸易投资环境日益改善。据
统计，2015 年中瑞贸易总额达 442 .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 .7%，在世界经济低迷、全球贸易下
滑的不利条件下，中瑞贸易实现了逆势增长。

中国驻瑞士大使耿文兵透露，根据瑞士
海关数据，2016 年 1 至 9 月中瑞贸易增长
了 9 . 4%，这主要得益于两国自贸协定的红
利持续释放。

亮点三：两国金融合作取得积极进展。近
几年，中瑞央行先后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
议、加强人民币业务合作并在瑞建立人民币
清算安排以及中方给予瑞士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配额的文件等。2016 年，中国建
设银行在瑞士苏黎世设立分行，标志着新的
人民币清算中心在瑞士这一世界最大的离岸

金融中心正式启动。
中瑞关系虽已硕果累累，但仍有很大发

展潜力。
潜力一：创新合作
2016 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首次跻

身世界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前 25 名，而瑞士
则连续第六年稳居榜首。

瑞士人均拥有专利数量在世界上位居前
列。在瑞士，每千人中就有 11.2人是科研人员。

创新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
瑞士在创新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中国与瑞士
在这方面的合作拥有无限潜力。

潜力二：环保合作
瑞士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又是

生态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瑞士成为将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有效统一起来的一个范例。

瑞士与中国在环保方面的合作已有先
例，比如瑞士水务公司参与了滇池的治理项
目，瑞士 LEP 规划公司帮助云南省进行了茶
马古道保护。去年 4 月瑞士联邦主席约翰·施
奈德-阿曼访华期间，两国在发表的联合声
明中表示，双方积极评价在节能环保领域业
已存在的紧密合作，愿在大气污染防治、城市

低碳发展和绿色消费，以及提高能效和推广
可再生能源等重点领域加强合作。专家认为，
瑞士环保企业在与中国展开环保合作方面有
着良好前景。

潜力三：旅游、人文等领域合作
2015年中国赴瑞游客人数达到了创纪录

的 136万人次。瑞士国家旅游局副局长艾伯哈
特表示，目前中国已成为瑞士第四大游客来源
国，在未来，瑞士国家旅游局将继续推动对华
签证的便利化，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到访瑞士。

此外，鉴于瑞士在高等教育、职业培训等
方面的经验颇具特色，双方在相关领域的合
作也必将进一步深化。

近年来，中瑞关系走在中国同欧洲乃至
西方国家关系的前列。中瑞关系的进一步发
展有望带动中欧各领域务实合作再上新台
阶。 (记者聂晓阳、施建国)

新华社日内瓦 1 月 12 日电

中国与瑞士关系亮点闪耀
临近就职，美国候任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当地时间 11 日终于举行
胜选后的首场记者会。250 多名记
者围绕黑客、美俄关系、医改、边境
修墙等诸多问题与特朗普来往过
招。持续大约 1 个小时的这场记者
会，反映出特朗普面临的诸多“烦心
事”。

一烦涉俄问题多。

记者会前一天，美国 BuzzFeed
网站刊登了一份长达 35 页的未证
实文件，称俄罗斯“培养”特朗普。为
此，特朗普任命的白宫发言人斯派
塞在记者会暖场阶段主动提及这一
话题，称文件“完全未经证实”。此
前，特朗普也表态，坚持黑客攻击和
大选结果没有任何直接因果关系。

尽管如此，媒体仍然对涉俄问题穷
追不舍。记者会的前 6 个问题都围
绕俄罗斯是否涉嫌黑客攻击、特朗
普对美俄关系的看法展开。

二烦医改，前事犹可鉴。

在奥巴马医改问题上，特朗普
提出将“废除”和“替换”医改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在 2008
年上任后，利用当时民主党在国会
两院都占多数的有利条件，强行推
动其医改计划通过。然而，这也让奥
巴马付出了沉重代价 ，民主党在
2010 年的中期选举中失去众议院
控制权，2014 年中期选举又丢掉了
参议院多数席位。面对曾让奥巴马
元气大伤的医改问题，特朗普需要
谨慎处理，注重前车之鉴。

三烦边境修墙谁出钱。
“在美墨边境修墙”，这是特朗普的招牌口号。记者会上，

特朗普又强调，修墙计划势在必行，而且一定要墨西哥通过
交税或者其他方式来付钱，墨西哥也会因此而得到回报。对
此，墨西哥方面多次明确表态，拒绝为建造隔离墙买单。

四烦人事任命障碍多。

当前，特朗普的内阁和其他团队成员的任命已逐渐清
晰。但据美国媒体报道，国务卿人选蒂勒森、司法部长人选
塞申斯、财政部长人选努钦等可能面临国会内民主党人的
严格审查，比如审查蒂勒森与普京的关系、塞申斯曾经的
“反移民”言论、努钦的华尔街背景等。

除此之外，特朗普任命自己的女婿库什纳为白宫高级
顾问，也被舆论所关注。

五烦与传统媒体关系紧张。

从竞选阶段就一直备受美国主流媒体一边倒打击的特朗
普，始终将主流媒体视为“当权派”。特朗普在当选之后曾
主动亲近《纽约时报》等传统媒体，但与媒体的关系没有明
显改观。在记者会上，特朗普与媒体针锋相对，火药味颇
浓。他不仅抨击 Buzzfeed 网站是“垃圾新闻机构”，还拒绝
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提问机会，并指责 CNN
报道“假消息”。

带着这些“烦心事”，还有不到 10 天，特朗普将正式入
主白宫。 （记者柳丝）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尼日利亚严令台湾地区驻尼机构摘牌更名迁出首都
中方高度肯定和赞赏尼日利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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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中尼发表联合声明

新华社阿布贾 1 月 11 日电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与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联合声
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日利亚联邦共
和国政府致力于加强两国长期友好合作关
系，以惠及两国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日利亚联邦共
和国政府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重申一个中国
政策是尼中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只
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
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承
诺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
官方往来，支持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
作的一切努力。

尼日利亚总统会见王毅

据新华社阿布贾 1 月 11 日电(记者张保
平、陈淑品)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 11 日在阿
布贾总统府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布哈里首先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
诚挚问候，表示去年他成功访华，与习主席就
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和拓展各领域合作达
成重要共识。尼方高度重视落实访问成果，为
此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今天两国外长还
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签署了政府联合声明，
履行了我们的承诺。在中方配合下，两国间的
合作项目也进展顺利。

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布哈里的亲切
问候，赞赏尼方兑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
承诺，采取切实和果断措施排除了两国关
系发展的政治障碍。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尼
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和中

非合作论坛约堡峰会成果，切实提升政治
互信，对接发展思路，挖掘合作潜力，拓展
战略合作，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推向新的
高度。

据新华社阿布贾 1 月 11 日电(记者张保
平、陈淑品)外交部长王毅 11 日在阿布贾与
尼日利亚外长奥尼亚马共同会见记者时表
示，中方赞赏尼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采取
果断措施解决影响两国政治互信的历史遗留
问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
所趋。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记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方高度肯定和赞赏尼日利亚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

陆慷表示，近日，尼日利亚政府就台湾
地区驻尼机构存在的违背一个中国原则问
题作出政治决断，并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
严令台湾地区驻尼机构摘牌更名、迁出首

都、削权减人，并禁止尼政府官员和机构同
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往来，彻底解决了这一影
响中尼政治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排除了干
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障碍。

“中方高度肯定和赞赏尼方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这也再次证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陆慷说。

有记者问：有评论称，这是继中国同圣普
复交后大陆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又一举
措。是这样的吗？

陆慷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尼日利亚等
国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作出了正确的政治决
断，为增进中国同有关国家政治互信、互利合
作和人民福祉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开辟
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这符合有关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也
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更符合国际
社会早已形成的一个中国共识和世界大
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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