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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日抵达俄罗斯海滨
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
坛。在俄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一系列
双 、多边活动 ，包括同俄总统普京举行会
晤、在论坛全会上致辞以及同出席论坛的有
关国家领导人友好交流等。

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出席东方经济论
坛，也是今年下半年中俄最重要的双边高层交
往，意义重大。此访必将进一步引领中俄关系
继续保持高水平发展，有力推动两国全方位合
作，推进双方远东合作取得新成果，同各方携
手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步入高水平、大发展的新时代。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都曾用“典范”形容当
前的中俄关系。习近平主席说，中俄关系“树
立了大国、邻国交往的典范”；普京总统称，
俄中关系是“当今世界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大国之间发展平等互利合作的真正典范”。

中俄两国元首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实现今年年
内的第三次会晤。“你来我往”彰显两国元首

的深厚友谊和中俄战略协作的高水平，正是
这种典范的体现。

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致辞是习近平主席
此行的重要内容之一，各方极为期待。习近
平主席的出席延续了中俄相互支持对方举办
重要国际活动的良好传统，也展现了中国对
促进本地区发展繁荣和中俄地方合作的坚定
支持。

东方经济论坛由普京总统于 2015 年倡
议举办，正逐渐成为亚太地区深化经济合
作、探讨国际和地区问题的重要平台。当
前，国际形势正发生着复杂深刻变化，逆全
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正如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所说，“习近平
主席来俄出席论坛是向世界表明，只有秉持
互利共赢原则，完善区域经济合作安排，推
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才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正确选
择”。

中俄地方合作由来已久，是两国务实合
作的重要补充，近年来发展更加蓬勃。作为

两国地方合作的“桥头堡”，中俄远东开发
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已成为两国地方合作
的一张“名片”。当前，随着“中俄地方合
作交流年”举行，两国地方合作的热情进一
步激发，正朝着领域和地域全覆盖迈进。本
届东方经济论坛的主题是“远东：更多机
遇”。人们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行将为东北
亚和平稳定与区域合作注入中国活力，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对
接进一步推进，本地区发展将迎来更多中国
机遇。

有理由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行将为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为
地区和平稳定、互信合作开启新进程，成为
中俄关系发展史上的新里程碑。

(记者郝薇薇)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

引领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新华社日本大阪 9 月 11 日电(记者姜俏
梅、邓敏)当地时间 11 日中午 11 时 30 分，伴
随“呜……”一声长长汽笛，“新鉴真”号渡
轮搭乘 287 名乘客从大阪港国际轮渡中心起
航，其中包括经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协调登船的
181 名因台风滞留大阪的中国旅客。

当“新鉴真”号渡轮缓缓离港时，船上
众多中国旅客聚集在船舷边。他们挥舞手中
国旗，高喊“感谢祖国”“祖国万岁”等口
号，与岸边送别的总领馆工作人员挥手告
别。预计“新鉴真”号将于 13 日中午抵达中
国上海。

本月 4 日，台风“飞燕”强势登陆日
本，日本关西国际机场因海水倒灌被迫关闭。
与外界相通的联络大桥当天也被一艘油轮撞
坏。机场一度与外界隔绝，大批旅客滞留机
场。灾难无情人有情。在中国驻大阪总领馆的
协助下，滞留机场的全部中国旅客 6 日凌晨
安全撤离。

目前，关西国际机场恢复了部分日本国内
和国际航线，但由于机场 1 号航站楼进水严
重，本周内能否完全修复还未可知，不少航班

被取消。
“原定 8 日回国航班因台风影响改到了

13 号，没想到 8 号晚上又接到航空公司取
消航班的通知。”王晓蕾回忆当时自己急得
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该如何回家。“感谢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帮助我们联系这艘‘回
家号’”，办完了出关手续准备上船的王晓
蕾难掩兴奋之情。

无独有偶，独自到日本旅行的大学生王
保智同样因航班取消而不知所措，在大阪总
领馆的帮助下，顺利购买到“新鉴真”号船
票。终于可以回家了！办完手续等待上船的
王保智非常激动。

“飞燕”无情，“鉴真”有义。本次护送滞留
旅客安全回家的客轮是中日国际轮渡有限公
司的“新鉴真”号。1985 年，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下属的中日国际轮渡有限公司的第一艘客
货班轮“鉴真”号投入运营，1994 年“新鉴真”
号开始运营。30 多年来，新老“鉴真”号渡轮，
传承着鉴真精神，发挥着桥梁作用。

“新鉴真”号渡轮政委黄新堂向新华
社记者介绍说，得知大批中国旅客因台风

后续影响滞留关西一带后，中日国际轮渡
有限公司主动联系大阪总领馆，表示愿出
动“新鉴真”号渡轮，帮助旅客踏上归国
旅途。

在大阪总领馆的多方协调下，“新鉴
真”号和日本海关方面破例为滞留中国旅客
提前一天办理上船手续。

10 日下午，中国驻大阪总领事李天然
来到“新鉴真”号，为即将踏上归途的中国
旅客送行，并对中远公司特别是“新鉴真”
号的全体船员表示感谢。他说，中国政府牵
挂着每一位受台风影响的中国旅客，大阪总
领馆工作人员仍在与机场、航空公司和国内
等各方保持密切联系，继续为余下滞留旅客
提供帮助。

一架架增开的航班，一张张改签的机
票，为大家搭建了回国的空中绿色通道，已
经起航的“新鉴真”号渡轮则为滞留旅客提
供了海上通道。大阪总领馆在其官网上发文
说，风雨总会过去，希望就在前方，愿每一
位正在路上和即将踏上行程的中国滞留旅客
一路平安。

“飞燕”无情 “鉴真”有义
记滞留大阪部分中国旅客乘船回国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10 日电(记者
朱东阳、刘晨)美国政府 10 日宣布关
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驻华
盛顿办事处，并威胁制裁国际刑事法
院的法官和检察官。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
意在迫使巴方接受美国调停的巴以和
平方案，阻挠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及
其盟国开展战争罪行调查，并在美中
期选举前巩固对外强硬捍卫国家利益
的形象以争取选民支持，不过这些目
的很可能难以实现。

强化对巴施压

近来美国与巴勒斯坦矛盾日益明
显。据报道，美国政府目前正在酝酿一
项所谓“世纪协议”设想，以推动巴以
双方实现最终和平。但这一协议尚未
出台就已遭到巴方明确反对。为此，美
国已多次对巴施压。就在 8 月 31 日，
美国刚刚宣布不再向联合国近东巴勒
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资金。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
员达雷尔·韦斯特指出，美国在巴以矛
盾中“拉偏架”的迹象非常明显，巴方
不再视美国为中东和平谈判的中立调
停方，认为对话将完全偏向以色列，故
而拒绝和以方谈判。美国此次关闭巴
解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就是要对巴方
拒绝参加和谈进行“报复”，试图借此
迫使巴方重回谈判。

事实上，美国政府对此也并不讳
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 10 日在
宣布关闭巴解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的
声明中称，巴解组织不仅没有采取措
施推动巴以开始“直接而有意义”的谈
判，其领导层还一直谴责美国尚未出
台的巴以和平计划，并拒绝与美国政
府就相关事宜进行接触。此外，巴方还
试图推动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进行
调查。美国政府因此做出上述决定。

阻挠国际调查

就在同一天，国际刑事法院也受
到了来自美国的威胁。美国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10 日发表演讲
时称，如果该法院启动对美国在阿富汗等地所涉的
战争罪行调查，并因此起诉美国、以色列或者其他盟
国，美国将在本国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该法院法官
和检察官采取反制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在“9·11”事件纪念日
前夕发布此种威胁，意在减轻对美以在阿富汗和巴
勒斯坦等地战争罪行指控所带来的道德和司法压
力。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 2016 年 11 月发布
报告说，美国驻阿富汗军队和美中央情报局犯有酷
刑、虐待等战争罪行。2017 年 11 月 3 日，该法院检
察官法图·本苏达宣布，已要求对阿富汗武装冲突中
可能发生的战争罪行启动调查。另据《华尔街日报》

报道，该法院今年还为巴勒斯坦对以色
列的调查申请收集资料，这可能导致以
色列官员被起诉。可以说，这些都触犯了
美国的“大忌”。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10 日直言不讳
地说，美国就是要在国际刑事法院正式
宣布启动对美调查前告知其美国的立
场。

展示强硬形象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上述举动
除外交目的外，还与 11 月的美国中期选
举有关。特朗普政府希望以此展示强硬
对外捍卫国家利益的形象，从而吸引选
民支持。

特朗普执政一年多来，诸多政策引
发争议，白宫人事变动不断，“通俄门”调
查久拖不决，他本人与美国多数主流媒
体矛盾加深。这些都使得美国社会分裂
加剧，特朗普的支持面无法扩大，他更加
依赖自己“铁杆粉丝”的支持。

特朗普获得支持的“法宝”正是他
“美国优先”的口号和强硬的处事风格。
从预选情况看，特朗普的助选有效动员
了共和党票仓，在共和党中形成了“特朗
普支持谁，谁就赢”的态势。在这种情况
下，特朗普更需要强化他在支持者中的
形象。在“9·11”事件纪念日前夕采取上
述举动，成为他展示形象的上佳选择。

愿望恐难实现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通
过上述举动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可谓
“用心良苦”，但从目前情况看，其愿望恐
怕很难实现。

巴勒斯坦方面 10 日通过各种渠道
发声谴责美国的举动，表示不会在巴勒
斯坦建国、耶路撒冷地位和难民回归等
原则问题上改变立场。巴解组织驻华盛
顿办事处代表胡萨姆·佐姆洛特发表声
明说，美国的决定将促使巴方向国际刑
事法院施压，以加快对以色列的审判。

关于上述举动的选举效果，美国智
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欧
汉龙认为，这些举动反映出博尔顿等特
朗普政府内部强硬派人士的诉求，但很

难说会赢得多少美国选民的心，大多数美国选民对
博尔顿的呼声并不关心。

此外，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上述举动还将对美国
自身产生负面影响。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韦斯
特说，政府此举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形象，再次加深了
国际社会对美国“不公道”和“单边主义”的印象，这
将导致其他国家进一步质疑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参与记者：赵悦、杨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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