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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国际时评

27 日是中国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 55 周
年。抚今追昔，中法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改变了国
际格局走向，树立了国家间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的典范，对世界启迪良多。在人类社会面临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不断拓展中法以及中欧
关系的时代内涵正当其时。

维护多边主义、展现大国担当，是不断拓展
中法和中欧关系时代内涵的题中之义。近年来，
自私自利的单边主义行为、喧嚣的民粹主义浪
潮令国际关系和规则遭遇挑战，多边主义、自由
贸易受到冲击。时代的难题呼唤中法和中欧共
同填写答卷。

中国始终在国际舞台上唱响多边主义，并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实际行动积极推动多边
合作；法国既肯定同中国携手维护多边主义的
重要性，又和中方在气候、环境等领域开展全方
位合作。在有的国家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国际社会忧心忡忡的背景下，中法都加强了各
自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为全球治理合
作注入了正能量。有理由相信，维护全球多边合
作的道路虽然不会平坦，但前景依然光明。

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是不断拓
展中法和中欧关系时代内涵的重要路径。数
十年来，中法和中欧合作共赢的事例不胜枚
举，从中法核电全方位合作，到空客、大众等
欧洲巨头扎根中国发展；从中欧双边贸易额

在 40 年间增长超过 200 倍到众多欧洲中小
创新型企业掀起前往中国市场“逐梦潮”，事
实已雄辩地证明，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互利共
赢方是正道。

中法、中欧深化务实合作的好消息正在不
断传来。中国驻法国大使翟隽日前说，以中法
建交 55 周年为契机，中法将拓展核电、航空航
天等领域合作，争取确定新的重大标志性项
目，同时积极探讨农业、能源、先进制造业、人
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中国坚定不移地扩
大对外开放，也为拓展中法、中欧合作提供了
全新机遇。从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比尤斯到
意大利外长莫阿韦罗，多位欧洲国家政要近日
相继表示对拓展与中国的合作充满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为拓展中法
和中欧关系时代内涵提供了新的有力抓手。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
量已经突破 1 万列，到达欧洲 15 个国家 40
多个城市；“一带一路”带来的众多新机遇，令
法国和欧洲广大民众受益，以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也逐渐在欧洲得到认同。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拓展中法和中欧关
系的时代内涵需要各方携手努力。法国谚语
说：“一点又一点，小鸟筑成巢”。人们期待，中
法和中欧将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谱写更加
精彩的共同发展新篇章。

(记者韩冰、应强)新华社巴黎 1 月 27 日电

不断拓展中法中欧关系的时代内涵

新华社联合国 1 月 26 日电(记者王建刚)
联合国安理会 26 日召开委内瑞拉局势紧急公
开会。联合国负责政治和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
迪卡洛以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等均呼
吁国际社会为委当前局势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迪卡洛说：“必须竭尽全力防止委内瑞拉紧
张局势恶化，努力寻找政治解决方案，并保障该
国公民享有和平、繁荣和所有人权。”

迪卡洛说，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
出的那样，在此关键时刻，“所有各方都必须保
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避免暴力和对抗升级。”
迪卡洛还重申了古特雷斯 24 日声明所表达的

立场，敦促有关各方“致力于包容性和可信的
政治对话”，以解决委内瑞拉旷日持久的危
机，充分尊重法治和人权。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表示，中方
高度关注委内瑞拉当前局势，呼吁委各方保
持理性和冷静，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
在委内瑞拉宪法框架内通过和平对话方式，
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中方支持委内瑞拉政府
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稳定所作努力。

马朝旭强调，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
内政的原则，反对外部干预委内瑞拉事务。委
内瑞拉局势属于一国内政，没有对国际和平

与安全构成威胁，且不在安理会议程上。中方
反对将“委内瑞拉局势”增列为安理会议程。

马朝旭强调，委内瑞拉的事务必须也只
能由委内瑞拉人民自主选择和决定，中方呼
吁各方尊重委内瑞拉人民的选择。委内瑞拉
保持稳定和发展符合各方利益，希望各方多
做有利于委内瑞拉稳定的事情，希望国际社
会共同为此创造有利条件。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批评美国
正利用自己的“方法和配方”来解决委内瑞拉
的实际问题。“这次会议是美国影响他国政权
更迭的又一次尝试……”

除迪卡洛外，安理会 15 个成员国以及
19 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在当天的会议上
作了发言。该紧急会议是应美国请求临时召
开的。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去年 5 月的总统
选举中以 67 . 8% 的得票率赢得连任，今年 1
月 10 日宣誓就职。反对派不承认选举结果，
声称马杜罗第二届任期“不合法”。委内瑞拉议
会主席瓜伊多 1 月 23 日在加拉加斯一场集
会上宣称就任“临时总统”。美国随即承认瓜伊
多为“临时总统”。马杜罗随后宣布与美国断绝
外交关系，限美国外交官 72小时内离境。

27 日，关于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对孙杨违反《世界反兴奋剂条例》面临终
身禁赛的不实报道，孙杨依法委托北京蓝
鹏律师事务所张起淮律师发表声明。张起
淮律师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时指
出，在孙杨兴奋剂检测的整个过程中存在
的最关键问题是检测人员的资质，孙杨有
权拒绝无效的检测，捍卫运动员的尊严和
清白。

张起淮介绍，国际泳联授权委托
IDTM 公司在中国境内进行兴奋剂检测。
在 2018 年 9 月 4 日晚的检测中，IDTM
公司派出一名主检测官，此人在 2017 年
10 月对孙杨进行兴奋剂检测时，当时就因
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被孙杨投诉过。这一
次她临时找了两个人分别担任“血检官”和
“尿检官”，前来对孙杨进行检测。

“由于‘血检官’和‘尿检官’的行为举止
不符合日常兴奋剂检测人员的规范，孙杨
对此提出了质疑，要求他们出示证件，结
果他们没有 IDTM 公司出具的进行此次
检查的授权委托书。”

“实际上在三个人的检测小组中，只有
主检测官出示了该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另
外两个人是临时找来的，没有经过培训。
‘血检官’是主检测官朋友的朋友，没有职
业护士执业证；‘尿检官’是主检测官的高
中同学，现场只提供了本人身份证。这两
人没有经过兴奋剂检测的培训，没有反兴
奋剂检查官资格证明，更没有相应的授权
委托文件。”张起淮说。

常年接受反兴奋剂检测和教育培训的
孙杨发现问题后，第一时间就给国家游泳
队领队打电话请示，并请来了浙江游泳队
队医，队医到场后与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
副主任进行电话联系。国家游泳队领队和
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与主检测官电
话沟通了几次，明确告知对方：你们要严格
执行国际泳联反兴奋剂的规定，如果证件
不齐全，兴奋剂检测人员的资质和程序存
在问题，不能配合进行后续的检测。

张起淮在接受孙杨授权委托后，经过
现场调查和取证，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
和孙杨本人、家人和证人出席了国际泳联
针对此事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听证会，但是
IDTM 公司的当事人全部没有出庭，主检

测官在中国通过视频方式参与了听证，“血检
官”和“尿检官”缺席。2019 年 1 月 3 日，国际
泳联做出裁决，认定孙杨不存在违反《世界反
兴奋剂条例》的行为。

张起淮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资深
仲裁员，是国内多家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同时
还是英国皇家仲裁协会会员，参加和裁决过
多次国际仲裁案件。他表示：“我们提供了大
量的证据，包括 58 张视频截图和监控录像，

客观还原了当时的现场情况，得到了国际泳
联的裁决，结论就是‘孙杨没有过错’。”

“在整个事件中，我们认为国际泳联授权
的 IDTM 公司所委派的兴奋剂检测人员在
对孙杨执行反兴奋剂检查过程中，检测人员
的资质和检测规范存在问题。孙杨有权拒绝
无效的检测。”张起淮说。

(记者周欣、马向菲、李嘉)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

27 日，中国游泳协会发表声明，证明孙
杨没有违反相关反兴奋剂规则。此前孙杨已
经依法委托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张起淮律师
声明，指出对孙杨进行兴奋剂检测人员不具
备资质，孙杨有权拒绝无效的检测。对此，新
华社记者独家采访了当时临时组成“检测三
人组”中的“尿检官”，他表示自己是“莫名其
妙被临时叫去帮忙的”。

中国游泳协会在声明中指出，在国际兴
奋剂检查管理公司(IDTM)的赛外检查时，
因 IDTM 的兴奋剂检查人员不能提供合法
的兴奋剂检查官证件和护士执业证，违反了
国际泳联反兴奋剂规则及相关国际标准，运
动员认为本次检查是非法和无效，从而导致
本次检查无法完成。

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尿检官”证实，自

己和主检测官是高中同学，毕业 12 年来各自
发展，基本没有联系。2018 年 9 月 4 日晚，他
是被电话临时叫过去帮忙。

“我不是做这个工作的。我的高中同学临
时电话让我去帮忙，因为我是男的，在取男尿
样时，男人在场会比较方便。我同学告诉我，
这个事情要保密，不可以对外透露。”

“其实我是一头雾水，根本就不知道要做
什么，对于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并不清楚。当时
是夏天，很晚了，我穿着短袖短裤凉鞋就去了。
可能是因为我的穿着不够正式，我见到孙杨后
很兴奋，拿着手机拍照拍视频，孙杨他们觉得
我和正式的检测官员不符，所以要求查看我的
证件。而我只有身份证。然后他们打了一圈电
话后，告诉我没有相关的证件，没有资格参与
检测事件，于是就请我到外面等候，我没有参

与具体的兴奋剂检测过程。”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我什么都不知

道，不知道真相，不知道什么证件和资质。
我就是被临时叫过去帮忙，莫名其妙卷入
了这个事情。”被临时任命为“尿检官”的他
也是满腹委屈。“不过，孙杨从开始到后来
对我都是很客气、热情和礼貌的。”

而作为规范的血检官，应该在检测时
出示血检官证、授权实施血检的文书和《护
士执业证》。据悉，当时负责采集血液样本
的“血检官”只提供了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初级)，但没有《护士执业证》。根据《护士执
业注册管理办法》，未经执业注册取得《护
士执业证书》者不得从事护理活动。

(记者周欣、马向菲、李嘉)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

安理会召开委内瑞拉局势紧急公开会

新华社记者独家采访“尿检官”

“我是一头雾水被喊去帮忙的”

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孙杨律师

检测官资质存疑，孙杨有权拒检

新华社渥太华 1 月 26 日电(记者李保东)加拿大总理
特鲁多 26 日下午宣布，他已经要求并接受麦家廉辞去驻中
国大使一职。

特鲁多在声明中说：“昨晚我要求并接受了麦家廉辞去
加拿大驻华大使一职。加拿大驻华使馆代表团副团长吉姆·
尼克尔将按照惯例，出任加拿大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即刻生
效。”

特鲁多在声明中没有说明要求麦家廉辞职的原因。

新华社休斯敦 1 月 26 日电(记者高路)中国世界排名
最高的职业拳击手徐灿 26 日在休斯敦战胜世界拳击协会
(WBA)羽量级拳王、波多黎各选手罗哈斯，夺得拳王金腰
带。徐灿的胜利打破了欧美拳手近年来在该级别的垄断，成
为五年来第一位问鼎羽量级世界拳王的亚洲面孔，同时也
是首位获得 WBA世界拳王金腰带的中国拳手。

虽然是世界冠军赛的首秀，但 24 岁的徐灿表现得镇定
出色。纵观整场比赛，徐灿长时间保持高效频率出拳，而这
也是徐灿的一贯风格。最终，徐灿 12 回合点数完胜(117：
111，116：112，118：110)，如愿摘得 WBA 羽量级(126 磅，
约合 57 . 15 公斤)世界拳王金腰带。

徐灿在赛后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他赛前准备很充
分，比赛总体按照教练布置的战术稳步进行。尽管比赛前期
和中期对手拼得很凶，但后期对手体力下降，自己稳扎稳
打，一举夺冠。

赢得金腰带，徐灿显得非常激动：“这是我小时候的梦
想，也是我爸爸的梦想，今天我拿到它了。”他说，听到现场
中国拉拉队的欢呼，感觉充满力量。

徐灿祖籍江西省资溪县，16 岁开始接受拳击训练。凭
借着过人的天赋，徐灿迅速在中国拳坛脱颖而出。截至此次
比赛前，徐灿职业战绩 15胜 2 负，2 次 KO 对手，是中国唯
一评级达到四星半的拳手。他的陪练是世界拳击组织
(WBO)同级别高居世界第一的菲律宾悍将赛万尼亚。

此番客场挑战现役拳王，徐灿成为中国拳击史上第七
位世界男子职业拳王挑战者，也是其中挑战金腰带时最年
轻的一位。此前中国有两位男子世界职业拳王，分别是熊朝
忠和邹市明。

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家廉

应加拿大总理要求辞职

徐灿夺世界拳王金腰带

实现中国拳击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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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张起淮律
师依法接受孙杨的委托，就《星期日泰晤士
报》侵犯孙杨名誉权、隐私权一事，向其母公
司“英国时报报业公司”发出律师函。

律师函指出，国际泳联已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对此事做出裁决，认定孙杨不存在违反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行为，且明确指出此
次听证会的内容绝对保密。《星期日泰晤士
报》的失实报道已经构成对孙杨名誉权和隐
私权的侵犯，给孙杨造成了重大精神损害。

有鉴于此，律师代表孙杨正式要求：一、于
接函当日，停止侵权，删除旗下《星期日泰晤士

报》所刊登的标题为《奥运冠军孙杨对抗反兴
奋剂检查人员》的报道；二、于接函当日，断开
与 FOX SCORES 等其他媒体平台的链接；
三、于接函次日，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布
公开致歉声明，消除对孙杨造成的不良影响。

律师函表示：“请于接函当日与本律师取
得联系，并着力办理本函所示事项。如接函后
未及时停止侵权行为，本律师将依法追究你
公司的法律责任，以维护孙杨的合法权益。如
逾期未采取相应措施，孙杨将依法追究你公
司的法律责任。”

(记者周欣)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

就英《星期日泰晤士报》侵权

孙杨律师发律师函提三点要求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
(记者周欣、李嘉)27 日，关于英
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对孙杨违
反《世界反兴奋剂条例》面临终
身禁赛的不实报道，孙杨依法委
托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张起淮
律师发出声明。

声明如下：
2 0 1 8 年 9 月 4 日晚，

IDTM 公司三名工作人员至孙
杨住处对其进行赛外反兴奋剂
检查，整个检查过程存在多项违
规操作：第一，包括血检官、尿检
官在内的三名工作人员均无法
提供 IDTM 公司对此次检查的
授权文件；第二，血检官和尿检
官均无法提供反兴奋剂检查官
资格证明，且血检官无法提供护
士执业证；第三，三名工作人员
在检查报告中虚假陈述，恶意捏

造孙杨违反《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事实。
随后，IDTM 公司将三名工作人员的不实报

告提交至国际泳联。2018 年 11 月 19 日，国际泳
联针对此事在瑞士洛桑举行了长达 13 个小时的
听证会，本律师出席了此次听证会，孙杨本人、孙
杨和 IDTM 公司的证人均接受了询问。2019 年 1
月 3 日，国际泳联做出裁决，认定孙杨不存在违
反《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行为。

国际泳联在裁决中明确指出此次听证会的
内容绝对保密。孙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优秀运
动员，是世界纪录、奥运会纪录的保持者，目前
正积极备战国际赛事。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The Sunday Times)及别有用心的人士择此
时间恶意报道此事，居心叵测，且已严重侵犯了
孙杨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孙杨保留追究《星期日
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及报道、宣扬此
事的其他媒体和个人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孙杨是国家和民族的骄傲，遵守反兴奋剂
条例。作为中国人，包括孙杨、本律师在内的所
有公民坚决维护国家的荣誉；作为个人，孙杨坚
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希望国内各传统媒体
和自媒体平台停止转发、传播，为孙杨、为中国
游泳和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取得更优异的
成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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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泳协会发表声明：

孙杨没有违反国际

泳联反兴奋剂规则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记者周欣)中国

游泳协会 27 日发表声明，证明孙杨没有违反
相关反兴奋剂规则。

中国游泳协会声明如下：
中国游泳协会今天从有关媒体的报道中得

知关于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的报道，我们认为其
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孙杨在 2018 年 9 月接受
国际泳联(FINA)授权的兴奋剂检查样本采集机
构，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IDTM)的赛外检
查时，因 IDTM 的兴奋剂检查人员不能提供合法
的兴奋剂检查官证件和护士执业证，违反了国际
泳联反兴奋剂规则及相关国际标准，运动员认为
本次检查是非法和无效的，从而导致本次检查无
法完成。国际泳联就此开展调查后，中国游泳协
会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要求孙杨积极配合调
查，客观真实反映当时情况。目前，依据国际泳联
反兴奋剂委员会(FINA DOPING PANEL)决定，
认定运动员没有违反 FINA有关反兴奋剂规则。

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委员会做出的决定中明
确说明：“IDTM 在 2018 年 9 月 4 日执行的兴奋
剂检查是无效的。”“孙杨先生没有违反国际泳联
反兴奋剂规则第 2.3条或 2.5条规定。”

中国游泳协会表示，协会一贯坚持反兴奋剂
的坚定立场，对兴奋剂问题持零容忍态度，也将继
续加强反兴奋剂工作，严格遵守反兴奋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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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日本厚生劳动省因在“每月
劳动统计”中长期使用违规统计方法，
使超过 2000 万人的保险金缩水的“统
计门”事件持续发酵。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被迫向国民道歉，内阁被迫重新讨
论已于去年 12 月确定的政府预算案，
以腾挪资金用于填补“窟窿”。“统计
门”事件使日本国民对政府统计的信
任大打折扣。

“每月劳动统计”是日本政府重要
的基础统计之一。通过对劳动工资和
就业变动情况的调查，形成失业保险
和工伤保险给付额的计算基准。按规
定，对从业人员 500 人以上的大型公
司要实行完全调查。但在东京，从
2004 年开始，这个调查就被暗中简化
为抽样调查，抽样调查数据也未做相
应技术调整。这一行为直接影响了全
国平均工资的计算。因为漏掉了很多
工资相对较高的公司，统计出的平均工资比实际情况偏低，
导致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计算基准被下调，支付额比实
际情况缩水。

统计方法问题在内部暴露之后，为使调查数据看上去
更真实，厚生劳动省几次试图瞒天过海，擅自采取了修补措
施，使调查数据出现异常波动。

一个多月来，在媒体、在野党以及日本政府的不断“拷
问”下，真相被层层抽丝剥茧。经调查，该机构至少从 1996
年开始采取不当方法进行相关数据统计，而从 2004 年开
始，“东京可以进行抽样调查”被明确写入调查使用的工作
指南，这成为厚生劳动省难辞其咎的关键。厚生劳动大臣根
本匠 17 日被迫承认，这一表述已经从 2015 年的工作指南
中删除。

根据最新估算，由于厚生劳动省的偷工减料，过去 15
年间约 2015 万人领到的失业和工伤保险金被缩水，加上受
影响的船员保险及给企业的雇用补贴，一共少发 567 . 5 亿
日元(1 美元约合 109 . 57 日元)。有专家说，这个数字仍然
有可能扩大。

尽管安倍晋三已经承诺一定要想尽办法弥补对相关人
员造成的损失，为此专门召开了内阁会议，修改已经定下来
的预算方案。但是有报道说，无论政府如何努力，十多年过
去了，很多人已经搬家，无法联络到，有些人或已故去，完全
弥补损失是不可能的。

和找到所有受害者同样困难的还有，要重新计算出应
发保险额，必须要修改系统，这不仅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
且更新系统的费用预计将达 231 亿日元。此外，厚生劳动省
已经承认，过去 15 年间的很多数据并未留存，重新统计出
这些数据也将是一个巨大工程。

安倍在 15 日的政府和执政党联络会议上对国民表示
了道歉。他说，发生这样的事实在遗憾，使国民失去了对统
计的信赖。为了不给国民带来不利，政府一定谋求万全的必
要对策。安倍当天傍晚召见了根本匠，要求其彻查原因。

(记者刘春燕)新华社东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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