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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道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晓晖和

中组部部务委员李小新分别于近
期率中共十九大精神对外宣介团
访问了英国、肯尼亚、埃塞俄比
亚、瑞典、奥地利、荷兰，全面宣介
十九大主要精神和重要成果，深
入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有针对性地介绍了
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建的成功做法
和经验。各国听众与宣介团热烈
互动，纷纷表示，十九大对全世界
都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值得学习的宝库，中国经验对各
国的未来发展很有借鉴和启迪作
用。

英国英中协会名誉主席曼德
尔森勋爵表示，十九大为中国的
未来发展描绘了蓝图，英中协会
会员通过宣介团的宣讲了解十九
大和中国的发展情况，希望进一
步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英国保守党副主席谢尔布鲁
克说，“我们也对在习近平领导下
的中国未来感到非常兴奋”。中国
的经济发展会创造出新市场和新
需求，“我们意识到，这会让两国
关系受益”。

肯尼亚执政党朱比利党执行
局长古储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中
国共产党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宝
库，朱比利党可以从中借鉴治党
做法，建设一个结构稳定的政党
并履行使命，为肯尼亚人更美好
更公平的生活而努力。希望将这
样的交流活动定期化、扩大化，使
肯尼亚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是
如何运作的。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所长
卡戈万加表示，肯中关系发展前
景广阔，宣介团的宣讲涵盖了两
国发展和合作的关键领域，以及
中国共产党与朱比利党合作的关
键点，这个活动是两个执政党之
间互动的很好方式。

肯尼亚内罗毕美国国际大学
国际关系学教授穆内内表示，宣
讲内容对于前来参会的朱比利党
党员干部非常有启发。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
学校长奥马尔在了解了十九大精
神和成果后，高度评价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赞赏中国取得的各项历史性
成就，热切希望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密切合作。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学生阿尔加表示，知道中国代表团
来学校进行交流，自己和同学都想倾听代表团介绍中国政
党的情况，了解中国发展情况，也很关心中国的传统文化。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法学院教授茨瓦特说，十九大作出
的决定对全世界都有影响。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全球行动者，
在世界舞台积极发挥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
一个典型体现。

瑞典-中国贸易理事会副主席赵炳浩认为，宣介团对
十九大的要点以及中国短、中、长期宏伟目标进行了简明讲
解，使大家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深化瑞中互利合作的着力
点。与会者对宣讲内容非常感兴趣，进行了很多互动提问。

奥地利前国民议会议员许布纳告诉记者，通过这次宣
讲他更多地了解了十九大。他认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
下，中国共产党的能力会不断加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层
面，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

维也纳市长办公室副主任郭思乐告诉记者，大家对这
样的交流活动很感兴趣，希望奥地利能与中国加强合作，向
中国学习。 (参与记者：王小鹏、付一鸣、刘芳、梁希之、
王腾飞、王守宝) 新华社北京 2 月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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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 2 月 1 日电(记者姜俏梅、王可佳)新华社 1 月
31 日在东京举办日本专线说明会，新华社社长蔡名照宣布日本
专线于 2 月 1 日正式上线。这一消息引发日本媒体和企业机构
的广泛关注。

共同通信社社长福山正喜在说明会上致辞时说，伴随经济
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亚洲乃至全世界
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作为邻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对中国的任何发
展高度关注。

福山认为，现在中日关系正出现向好趋势，两国间能够分享
真实、准确的信息对于加深相互理解、形成互惠互利的良好关系
必不可少。作为中国最大的媒体机构之一，新华社决定在此时提
供迅速、准确的日文新闻服务，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他祝愿日
本专线取得成功，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新助力。

日中各界来宾共计 150 多人出席了新华社日本专线说明

会，其中包括共同通信社、时事通信社、日本经济新闻社、读卖
新闻社等 22 家日本媒体的 50 多名代表。

会场外，用来展示日本专线等新华社产品线路的大屏吸引
了不少日本媒体记者驻足观看。在说明会的互动体验环节中，
很多日本媒体记者也表现出对专线的浓厚兴趣，有人来到体验
区进行操作试用，有人特意找到工作人员咨询有关日本专线新
闻产品的具体细节。

包括共同通信社、日本经济新闻社、日本产经新闻社、
TBS 新闻、nifty 新闻等在内的多家日本媒体对于专线上线进
行了报道，主要介绍日本专线上线后的基本情况——— 日本专
线在工作日应达到日均 80 条的文字稿发稿量，另有 45 张图
片及部分视频报道，各类报道共计达到 130 条。其中 60% 左
右为中国新闻，30% 左右为国际新闻，10% 左右为日本新闻。
目前，日本共同社新闻数字株式会社和共同社新闻影像株式

会社将在日本市场代理新华社日本专线产品。
日本经济新闻社特别关注到未来日本专线将有大量中国

经济新闻内容，并表示除日本媒体外，日本企业、法人等也将受
益。nifty 新闻则大段引用蔡名照社长的致辞内容说，日本专线
是新华社继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葡萄
牙文 7 个语种发稿线路后开设的第八个语种发稿线路，也是新
华社第一条全媒体国别发稿线路，在新华社发展历程中具有重
要意义。这条线路的开通，使新华社第一次拥有了日语供稿平
台，也为日本用户更便捷地获取中国新闻提供了新渠道。

除此之外，日本一些大企业和研究机构也很关注日本专
线的成立。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市场调查部部长长谷川克之
说：“我们做市场调查需要很多信息，以前信息大多来自英文
消息，自然有所偏向，现在有新华社日本专线直接提供日文消
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新华社日本专线上线引发日媒广泛关注

美国财政部发布报告，列有 200 多名俄罗斯高官与“寡头”名单

“克里姆林宫报告”令美俄关系雪上加霜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31 日电(记者刘晨、朱东阳)本周，美国

财政部公布了一份列有 200 多名俄罗斯高官与“寡头”名单的
报告，招致莫斯科方面强烈不满。俄罗斯总统普京 1 月 30 日
说，报告在俄美关系艰难的情况下进一步破坏了两国关系，是
对整个国际关系的损害。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出台这份“克里姆林宫报告”并不意味
着将立刻制裁名单上的人士，而是更可能将相关内容作为今后
对俄制裁的参考。但无论如何，考虑到俄罗斯国内大选在即，美
方此时采取这样的不友好举动只会令美俄关系雪上加霜。

深夜发布报告

1 月 29 日，美国财政部在当地时间临近午夜 12 点时发布
报告，列出 114 名俄政府高官的姓名和职位，以及 96 名净资产
超过 10 亿美元的俄罗斯“寡头”名单。

财政部称，编这份报告是为了“履行法律职责”。去年 8 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三国的制
裁法案。法案要求，财政部需在法案生效 180 天内依照“与俄罗
斯政权的亲密程度和净财富”，向国会提交一份俄高官和“寡头”
名单。1 月 29 日正是法案规定的截止日期。

美方公布“点名”报告，立即成为各方关注解读的焦点。有俄
政商界人士担忧，“上榜”与今后制裁间的联系“显而易见”，势必
影响个人声誉和俄美经贸往来。

尽管美方表示，这份报告只是一个“彻底的分析”，不意味着

美国将对俄追加制裁，但此举依然引发俄方震怒。俄总统普京
1 月 30 日说，这份“克里姆林宫报告”是不友好行为，进一步
破坏了俄美关系，但俄方暂时不会采取反制行动。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表示，不管怎样，
名单出台已经准确传递出一个信息：和俄罗斯做生意有风险。
特列宁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名单传递的信号是，“如果想和美
国打交道，最好就别和俄罗斯打交道”。

事实上，尽管美方近期没有出台大规模对俄制裁措施，但
“幕后工作”从未停歇。美国务院官员 1 月 30 日在记者吹风会
上透露，通过覆盖全球的外交网络，美国已成功说服多国不要
和俄罗斯做生意，以免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这位匿名官员
称，被美方“搅黄”的生意总价值达数十亿美元。

来源遭受质疑

名单公开后，经媒体一番推敲，其来源不禁令人质疑。有
媒体发现，名单上的 96 位“寡头”，竟与 2017 年《福布斯》杂志
发布的俄罗斯亿万富豪排行榜一丝不差。

《福布斯》杂志网站也已发文证实此事，并称收到了美财
政部发言人的“说明性”邮件。该发言人表示，这份报告是根据
公开资料完成，参考内容也“包括《福布斯》”。

此外，记者经核实发现，报告中涉及俄高官名单，与俄政府
官网英文版上的官员档案重合度极高。难怪有俄罗斯议员戏
称，报告编写者不过是“简单抄了一遍克里姆林宫的电话簿”。

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则认为，这份报告
的内容实在过于宽泛，因而也变得“毫无意义”。

美俄对立难解

2014 年年初以来，围绕乌克兰问题，美俄嫌隙日深。同
时，随着美国内“通俄门”事件逐步发酵，加之美俄在叙利亚等
问题上的角力，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美方频频对俄制裁，引发
俄方报复。

美国政府此次发布“克里姆林宫报告”更是被俄方视为对
俄恐吓之举，使两国关系改善更加遥不可及。就在名单公布
前，已有多名俄方官员表示，美方此举意在影响定于今年 3 月
举行的俄罗斯总统选举，“制裁吓不倒俄罗斯”。

特列宁指出，美国的制裁历来都能充当俄罗斯精英阶层
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黏合剂”，令他们在与美国的政治僵局中
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普京 1 月 30 日表示，俄方不想激化局势，将耐心等待在
美方准备好的情况下修复双边关系。俄方暂时不会采取反制
措施，将密切关注形势走向。他说，尽管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
表现出极大忍耐，但不会无
休止地让步。普京还呼吁人
们用更多精力关注俄罗斯自
身经济社会发展，不要过多
关心美方的报告。

新华社柏林 2 月 1 日电(记者徐扬、张毅荣)中国从今
年开始全面禁止进口废塑料等 24 类固体废物。全球资源再
生巨头德国欧绿保集团对中国这一“洋垃圾”禁令表示支
持。该集团中国事务总监张佩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中国“洋垃圾”禁令为全球循环经济打开了一扇大门。

“这是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张佩
告诉记者，这反映出中国正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转化为行动。

欧绿保集团是全球十大资源再生及环境服务企业之
一，再生资源贸易是其重要业务板块。虽然中国“洋垃圾”禁
令让欧绿保现有业务受到一定影响，但公司却从中看到了
新的巨大商机。

以塑料垃圾为例，张佩说，中国以前从国外进口质量参
差不齐的废旧塑料作为工业原料，而“洋垃圾”禁令的出台
将推动中国国内废旧塑料回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专业化、
自动化分选处理废旧塑料的企业将应运而生，废旧塑料加
工等一系列下游企业将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在塑料废弃物收集、分类和再利用等方面，欧绿保拥
有成熟的技术和经验，这有助于我们在中国开辟新的广阔
市场。”张佩说。

据张佩介绍，中国是欧绿保集团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
一，欧绿保与中国的业务往来已超过 20 年。随着中国对循
环经济和可再生资源发展需求的增长和政策推动，欧绿保
正不断加快在中国的业务发展步伐。

2015 年，欧绿保集团与中企合作，在中国共同拓展欧
绿保集团第三代生活垃圾处理技术。作为该技术的示范项
目，广东省揭阳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将于今年竣工投产。

中国“洋垃圾”禁令对垃圾出口国也是一记警钟。张佩
表示，依靠贸易处理本国垃圾的方式遭遇巨大挑战。中国的
新政策是一个风向标，这会倒逼垃圾出口国提升自身的垃
圾处理能力，加快资源再生技术的研发和利用，完善本国循
环经济体系。

谈到禁令让不少西方国家的垃圾回收企业不适应时，
张佩表示，需要区别“垃圾”和“再生资源“的概念，利用再生
资源可以节省原生资源并保护环境。出口垃圾是不受欢迎
的，但是对于经过专业分选处理后的再生资源，全球需求仍
比较旺盛，所以贸易远不会停止，体系会更加完善。

中国“洋垃圾”禁令

利于全球循环经济

访欧绿保中国事务总监张佩

1 月底，叙利亚霍姆斯老城已是深冬，冷风吹过空荡的废墟。

乱石，野草，汽车残骸锈迹斑斑。战事停息已久，老城依旧
残破如昨，仿佛一直在噩梦中昏睡，等待返乡人唤醒。

“嘎嘎嘎——— ”阵阵鸭鸣打破了眼前静寂。远处，一群鸭子
在街道中央的水洼边啄食，一名中年男子在给鸭群撒饲料。

这里是霍姆斯老城的哈米迪亚区一条主干道，如今这条
街成了鸭子嬉戏的乐园。给鸭群喂食的男子名叫拉贝亚·萨赫
卢勒，是霍姆斯老城武装冲突结束后第一个回到哈米迪亚区
的居民。

“刚回来时，看到自家房子被战火摧毁得面目全非，我心
痛不已。”43 岁的萨赫卢勒头戴棒球帽，一脸络腮胡，方框眼
镜后透出忧郁眼神。

霍姆斯市曾是叙利亚重要的工业中心，也是第三大城市。
2011 年到 2014 年，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在霍姆斯老
城进行过激战，战火中，包括老城在内的霍姆斯市大部分城区
损毁，数万人有家难回。

萨赫卢勒是木匠，木工作坊就在自家楼房一层，二层自住。
“外出躲避战乱那几年，做梦都想着回家。家毁了，再怎么

伤心也回不到过去了。我决心把房子修好，开始新生活。”萨赫
卢勒说。

砌墙、修楼梯、做门窗，萨赫卢勒花了一年多时间勉强把
破败不堪的家修得像个样子。2015 年，房子修好后，他带着妻
子和 4 个孩子回来生活，断壁残垣中升起袅袅炊烟。

为了增添生气，萨赫卢勒在自家门前散养了十几只鸭子。

他说：“鸭子在街上叫来叫去，虽然聒噪，但也让我们感到不那
么孤寂。”

在萨赫卢勒带动下，这个街区又有 7 户老邻居先后搬回，
一面面被战火熏黑的外墙上陆续出现一扇扇崭新的门窗。

现在，叙利亚政府已给萨赫卢勒家所在的街区接通了水
电和通信网络，他的作坊得以重新开张，靠给别人家做木工活
儿，萨赫卢勒目前已能维持一家人生计。

在作坊里，记者看到萨赫卢勒刚刚做好的几扇木门，门上
雕纹精细，显示出他的好手艺。

霍姆斯老城居民还在继续重返家园。当地官员哈娅特·阿
瓦德说，政府将派技术人员上门查看居民房屋受损情况，评估
是否需要修复，如果房屋受损程度过于严重，就得完全推倒重
建。

哈娅特·阿瓦德说，政府计划重建 465 栋居民楼，预计
可供 6 万名居民居住。“我们的重建之路将很艰难，叙利亚
政府根本无力负担这么多资金，还需要国际社会施以援
手”。

随着水电供应恢复，已重返霍姆斯的居民渐渐找回生活
的希望。除了鸭子，萨赫卢勒还养了鸡和鸽子。“我想给这条街
多带来些生活气息，让过往的人看到我们的乐观和坚强，看到
这座经历劫难的城市依然还有生机”。

(记者郑一晗)新华社叙利亚霍姆斯 1 月 31 日电

鸭鸣声，让霍姆斯返乡人不再孤寂

新华社北京 2 月 1 日电(记者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用“相由心生”一词回应美澳情报部门
的“中国间谍威胁论”。

据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日前在接受 BBC 专访
时称中国正在设法偷窃美国的情报，并在全球隐秘地传播
中国的影响力。此外，澳大利亚方面也说目前正面临史无
前例的情报渗透和间谍威胁，中国被澳情报部门列为“极
端威胁”。

“我注意到有关报道，不禁想起中国有句话，叫‘相由心
生’，意思是，你心里怎么想，你眼里的世界就是什么样。从这
个意义上讲，世界上最大的情报头目说出那样的话，并不奇
怪。”华春莹说。

她说，事实胜于雄辩。根据近年来披露出的各种信息，世界
上到底是谁在对其他国家实施大范围监听、监控、窃密、渗透，
无所不用其极地维持并施加影响力，大家心中其实都很清楚。

至于澳方情报部门将中国列为“极端威胁”，华春莹表
示，“如果澳方个别人将几百万每年往返中澳之间的人员以
及在澳华人华侨都视作间谍，那可不就得感到紧张焦虑么？”

外交部回应美澳

“中国间谍威胁论”

相由心生

▲ 1 月 21 日，在叙利亚霍姆斯，拉贝亚·萨赫卢勒在喂鸭子。新华社发（胡马姆摄）
据新华社苏瓦 2 月 1 日电(记者张永兴)“中国援助到底

好不好，受援国政府与人民最有发言权，其他国家没有权利
指手画脚。”斐济中国问题专家凯什米尔·马昆 1 日在苏瓦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这样说。

马昆曾在中国东北财经大学留学多年，目前在斐济国立
大学经济学院任教。在他看来，南太平洋地区岛国基础设施
匮乏，中国向这一地区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至关重要，有力促
进地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马昆说，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数十年来在发展自
己同时，没有忘记帮扶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援助为南太
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好处，改善南太国家基础设施，带动
南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不像一些西方国家，中国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并充分考虑受援国财政状况，不增加债务负担。中国在提供
援助前会进行充分市场调研，不仅考虑成本、效率和质量，更
考虑受援国人民切实需要。”

马昆说，南太国家领导人知道本国短期与长期经济援
助需求，了解基础设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中国
则擅长(基础设施建设)并能提供最好的服务，这也是中国
援助深受南太国家欢迎的原因。”

马昆说，近年来，斐中友好不断深化，互利合作不断加
强，尤其是 2006 年以来，当西方国家因斐济发生政变而拒绝
向斐济提供援助时，中国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为斐济经济和
社会发展作出显著贡献。

中国援助到底好不好

受援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访斐济中国问题专家马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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